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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1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号：（2016）016 号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37,194,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永贵电器 股票代码 3003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飞龙 许小静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 5 号

（西工业区）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 5 号

（西工业区） 

传真 0576-83938061 0576-83938061 

电话 0576-83938635 0576-83938635 

电子信箱 yonggui@yonggui.com yonggui@yonggui.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连接器、端接件及接线装置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包括：轨道交

通连接器、新能源电动汽车连接器、通信连接器。 

    轨道交通连接器主要包括铁路机车连接器、铁路客车连接器、城轨车辆连接器、动车组连接器，轨道交通连接器主要客

户为中国中车及其下属子公司，销售模式上主要采取直销方式。报告期内，公司轨道交通连接器的销售收入为22,940.89万

元，较去年下降26.53%，主要原因系铁道部总标的下降所致。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新能源电动汽车连接器主要用在电动汽车充电站、电动汽车高压大电流的互联系统等，目前，公司新能源电动汽车连接

器已经进入奇瑞、比亚迪、新大洋、万向、众泰、南车时代等供应链体系，销售模式上主要采取直销方式。报告期内，公司

新能源电动汽车连接器销售收入为18,098.94万元，较去年同比上涨288.70%，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带动公司电动汽车连接

器收入不断提升。 

    通信连接器主要包括通讯电缆、线缆组件、光纤连接器、网络数据通讯系统等，主要用在通信基站，直发站、通信基础

设施等，销售模式上主要采取直销方式。报告期内，公司通信连接器销售收入为7,321.00万元，较上年上涨5,417.34%，主

要原因系公司2014年9月新设公司永贵盟立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显著增长。 

    截至本报告期末，新能源电动汽车连接器和通信连接器占公司收入的比重已超过40%。公司连接器市场的布局正日趋完

善，对单一轨道交通连接器的依赖性正逐步减弱。未来，公司将继续增强对连接器新领域的突破，实现公司在连接器领域的

多元化发展。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511,128,439.46 384,067,449.52 33.08% 224,652,53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783,273.83 114,154,675.91 0.55% 65,081,32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466,082.75 110,346,431.99 1.01% 61,741,47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734,248.71 110,778,837.52 -49.69% 31,205,337.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04 0.3385 0.56% 0.19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04 0.3385 0.56% 0.19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1% 12.05% -0.84% 7.29%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281,544,080.71 1,152,020,805.62 11.24% 1,007,899,52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2,123,787.39 995,658,013.56 7.68% 901,939,337.6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4,867,826.60 130,841,376.60 120,397,245.00 155,021,99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26,758.09 35,401,949.38 25,420,562.19 33,134,00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76,700.71 31,786,423.25 22,154,293.01 36,948,66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73,325.36 -1,829,328.11 6,141,404.24 67,095,497.9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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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93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93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范永贵 境内自然人 17.91% 60,403,200 45,302,400   

新余永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9% 47,190,000 0   

范纪军 境内自然人 8.96% 30,201,600 22,651,200   

范正军 境内自然人 8.96% 30,201,600 22,651,200   

汪敏华 境内自然人 6.72% 22,651,200 16,988,400   

卢素珍 境内自然人 6.72% 22,651,200 16,988,400   

娄爱芹 境内自然人 6.72% 22,651,200 16,988,400   

浙江方向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7,722,0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4,200,89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4,076,0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范永贵、范纪军、范正军、汪敏华、卢素珍、娄爱芹组成的范氏

家族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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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经营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认真落实2015年度经营计划，加快创新步伐、强化

内部协同、积极推进新能源电动汽车、军工、通信等新领域连接器项目，并在新能源电动汽车、通信连接器领域实现了快速

增长。公司坚持“立足连接器市场，拓展相关产业；立足铁路市场，拓展相关领域；立足国内市场，拓展国际市场”的发展

战略，大力推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在保持原有轨道交通连接器业务稳定的同时，继续努力开拓新能源电动汽车、军工、

通信连接器等新领域市场。同时，以同心多元化发展战略为核心，积极寻求合适的并购标的，不断丰富铁路市场产品线和增

加连接器新领域市场，加快公司发展步伐。2015年，公司“轨道交通连接器建设项目”建成投产，随着“一带一路”推动高

铁走出去，给市场提供持续催化剂，使轨道交通市场持续向好，轨道交通连接器建设项目建成投产，有利于企业进一步优化

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及成本竞争力，增强企业自身实力，促进我国轨道交通快速发展。 

2015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1,112.8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3.08%，主要原因有：（1）公司新领域市场拓展初显成

效，新能源领域电动汽车连接器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快；（2）完工募投项目经济效益增效显著；（3）2014年新设子公司永

贵盟立收入较去年同期显著增长。2015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478.3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0.55%，净

利润增长增幅低于营业收入增幅主要原因有：（1）新能源电动汽车连接器与通信连接器收入增长显著，但毛利率相对较低；

（2）募投项目实施固定资产增加从而导致相应的折旧摊销增加；（3）报告期内人员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4）报告期

内应收账款增加，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5）报告期内新参股及新设子公司尚处于投入阶段，尚未产生经济效益。 

2015年，公司严格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制度规范运作，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并进一

步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和内控管理，为公司快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轨道交通连接器 229,408,947.37 140,055,039.26 61.05% -26.53% -26.18% 0.29% 

电动汽车连接器 180,989,366.29 69,768,463.82 38.55% 288.70% 396.81% 8.39% 

通信连接器 73,210,067.51 7,624,186.31 10.41% 5,417.34% 2,577.46% -11.0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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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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