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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7                    证券简称：东方网力               公告编号：2016-005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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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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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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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6699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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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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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网力  股票代码 30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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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少斌 胡月乔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望京 SOHO

塔二 C 座 26 层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望京 SOHO

塔二 C 座 26 层 

传真 010-82328940 010-82328940 

电话 010-82325566 010-8232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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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irm@netposa.com irm@netposa.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国内领先的视频监控管理平台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针对平安城市市场提供城市视频监控

管理平台产品及解决方案。城市视频监控管理平台是平安城市视频监控系统的核心，由视频监控系统中管

理控制及应用部分、记录部分、数字化部分的相关设备及软件所组成。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挖掘用户业务需求，结合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围绕视频的智

能化应用着力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化，在持续深入满足公安行业用户需求的同时，将视频管理平台产品拓

展至交通等其他行业。此外，公司依托在视频技术和视频产品方面积累的竞争优势，加快视频类智能硬件

布局，新设全资子公司瓦力机器人开展服务机器人相关的技术研究和业务开发，并投资了JIBO家庭机器人、

Knightscope安保服务机器人、爱耳目家庭摄像机、盯盯拍行车记录仪等智能硬件产品，进入消费者市场并

实现了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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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16,782,580.04 639,807,035.72 639,807,035.72 58.92% 436,781,331.98 436,781,33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8,501,773.31 135,792,495.48 135,792,495.48 83.00% 101,870,883.08 101,870,88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6,796,587.54 135,117,694.83 135,117,694.83 82.65% 89,562,188.08 89,562,188.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1,491,017.03 10,617,897.05 10,617,897.05 1,232.57% 28,627,056.44 28,627,056.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91 0.4660 0.4660 80.06% 0.3881 0.38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88 0.4660 0.4660 77.85% 0.3881 0.38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0% 19.74% 19.74% 5.86% 32.40% 32.40%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668,145,323.53 
1,580,662,498.

47 

1,580,662,498.

47 
132.06% 856,444,405.94 856,444,40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63,491,852.27 835,077,094.32 780,802,344.32 151.47% 365,368,354.68 365,368,3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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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 2015 年 11 月 4 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 号》（以下简称“解释 7 号”）关于限制性股票

的会计处理的解释，公司对本期发生的限制性股票按照解释 7 号进行了会计处理，同时对解释 7 号发布前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义务进行了追溯调整，增加期初库存股及其他非流动负债金额 54,274,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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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60,554.37 218,568,129.89 190,129,157.24 495,224,73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30,634.25 14,907,910.11 28,228,753.99 179,734,47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630,634.25 14,955,674.41 28,226,708.07 177,983,57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808,955.03 107,923,958.36 -96,789,474.08 330,165,4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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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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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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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光 境内自然人 26.91% 86,745,445 86,745,445 质押 45,838,106 

蒋宗文 境内自然人 7.95% 25,613,630 25,613,630 质押 8,367,200 

高军 境内自然人 4.12% 13,267,490 13,267,490 质押 6,092,2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邮战略新兴产

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51% 8,099,126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信息产

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45% 7,908,58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26% 7,296,7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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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领先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钟宏全 境内自然人 2.11% 6,818,010 6,818,01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优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2% 5,210,000 0   

无锡乾创投资

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 4,582,093 4,582,093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邮核心竞争力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3% 4,299,9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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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公司快速发展壮大的一年，伴随安防行业持续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公司管理层的统一部

署下，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创新的产品、完善的销售体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提供的工具和手段，经过

公司全体成员的不断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公司2015年经营指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7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8.92%；营业利润24,840.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2.80%；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为24,850.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3.00%。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技术研发方面，2015年全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10,619.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09%。公司在结合用

户需求持续对视频监控管理平台进行功能升级的同时，紧跟全球技术热点，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以深度学

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开展研究，取得了不斐的研究成果。 

产品方面，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布式智能视频监控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网络硬盘录像机产

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完成项目建设，达到了预计效益。实战产品及视频侦查产品也在公安用户的指挥调

度和刑侦业务中得到应用，实现了重大市场突破。 

营销方面，“营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在报告期内完成建设，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营销服务体系得到完

善，营销服务网络实现了全面升级，公司销售、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新业务拓展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以现金收购动力盈科，参股投资中盟科技，介入了社会化视频专网

运营和智能交通业务领域，并新设瓦力机器人开展服务机器人相关的技术研究和业务开发，并投资了JIBO

家庭机器人、Knightscope安保服务机器人、爱耳目家庭摄像机、盯盯拍行车记录仪等智能硬件产品，持续

不断的将领先的视频技术和视频产品向其他行业和领域延伸。 

市场品牌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先后荣获“A&S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牌”、“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公共安全

博览会金鼎奖”和“2015年中国安防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等荣誉，市场品牌和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组织建设方面，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体制，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内部风险控

制建设，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并逐步落地防范机制。报告期内，为提升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的凝聚力

和创造力，吸引和保留优秀的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为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公司分别于2015

年8月和9月实施第一期预留部分的股权激励及第二期股权激励。 

资本市场方面，公司积极利用上市公司的有利地位，借助资本市场提供的工具和手段进行发展。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实现对华启智能和嘉琦智能100%股权的收购，增强了在视频侦查产品的竞争优势，

并进入轨道交通市场。2015年12月，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3亿元公司债券，优化公司融资结构，

增强抗风险能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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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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G 网络视频管

理平台 
448,901,224.01 304,284,416.72 67.78% 11.40% 17.59% 3.57% 

网络硬盘录像机 154,247,856.33 75,732,681.07 49.10% 25.07% 32.52% 2.76% 

车载乘客信息系

统 
111,739,896.02 73,673,809.53 65.93%   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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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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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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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的变更:根据财政部 2015 年 11 月 4 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 号》（以下简称“解释 7 号”）

关于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的解释，公司对本期发生的限制性股票按照解释 7 号进行了会计处理，同时对

解释 7 号发布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的回购义务进行了追溯调整，增加期初库存股及其他非流动负债金额

54,274,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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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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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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收购子公司苏州华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嘉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动力盈科实业（深圳）有限

公司，本期新设立深圳市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瓦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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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