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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4                           证券简称：旋极信息                           公告编号：2016-021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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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及摘要无异议。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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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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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83,10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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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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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极信息 股票代码 3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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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黄海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12 号楼 

传真 010-82885950 

电话 010-82885950 

电子信箱 investor@water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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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为面向国防军工的嵌入式系统测试产品及服务、电子元器件测试、筛选及可

靠性保证服务、末端自组网无线通信产品；面向税控和金融等行业的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面向行业信息

化嵌入式行业智能移动终端产品；面向油气行业信息化的嵌入式系统及服务；基于时空信息网格的大数据

行业应用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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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319,199.50 362,432,078.15 170.48% 243,284,91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181,045.86 69,373,529.93 48.73% 22,220,53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471,184.41 66,162,462.04 54.88% 18,465,84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4,179,532.35 15,441,261.90 2,128.96% 3,265,982.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72 0.1501 44.70% 0.04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72 0.1501 44.70% 0.04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8% 11.80% 1.08% 4.2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193,476,348.09 1,050,126,227.13 108.88% 640,720,42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4,852,435.60 700,158,840.02 93.51% 520,524,6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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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1.63 23,953.39 27,628.29 37,73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40 1,856.59 1,395.44 6,89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06 1,996.10 1,405.59 6,67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53.03 9,677.62 15,027.32 15,7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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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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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83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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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江涛 境内自然人 38.99% 195,159,864 147,505,587 质押 124,54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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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0% 16,52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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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7% 15,884,345 0   

北京中天涌慧

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3% 15,671,400 0 质押 15,671,400 

陈海涛 境内自然人 3.02% 15,135,825 0 质押 7,197,407 

白巍 境内自然人 2.77% 13,879,411 13,879,411   

刘希平 境内自然人 2.40% 12,018,365 9,013,774   

刘明 境内自然人 2.15% 10,759,851 9,013,775 质押 271,679 

董月芳 境内自然人 1.81% 9,061,764 9,061,764   

盖峰 境内自然人 1.66% 8,325,899 0 质押 2,437,1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江涛与刘希平为夫妻关系、北京中天涌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陈江涛 100%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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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江涛 

 

中天涌慧 

 

旋极信息 

3.13% 

38.99% 

100%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华

富 15 号资产管理计划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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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主营嵌入式系统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业务，主要致力于提供面向国防军工的嵌入式系

统测试产品及技术服务、嵌入式信息安全产品、嵌入式行业智能移动终端产品和嵌入式系统开发及产品生

产、军用电子元器件测试筛选及可靠性保证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8,031.92 万元，同比

增加 170.48%；其中：嵌入式系统测试产品及技术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26,582.39 万元，同比增长 45.17%；

嵌入式信息安全产品业务实现收入 63,581.55 万元，同比增长 357.74%；嵌入式行业智能移动终端产品及技

术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291.02 万元，同比下降 38.16%；嵌入式系统开发及产品生产业务实现收入 6,576.95

万元，实现增长 236.60%（中软金卡 2014 年 11 月起纳入合并） 。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18.10 万元，比上年同期 6,937.35 万元增长

48.72%，主要原因在于：1）作为税控盘产品及服务提供商，报告期内，公司紧紧抓住了“营改增”及“互通

互联”的机会，深化税控销售服务网点建设，强化各网点的运营能力，使得税控业务销售出现爆发式增长；

2）与北京中软金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务整合顺利，中软金卡 2015 年成功中标中石油加油卡自助服务终

端项目，业绩稳定增长；3）2015 年 11 月，公司完成对西安西谷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的收购，报告期较

上年同期新增军用电子元器件测试、筛选及可靠性保证相关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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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嵌入式

系统测试产品及

技术服务 

265,823,981.86 107,410,451.09 59.59% 45.17% 23.52% 7.08% 

分行业-嵌入式

信息安全产品 
635,815,504.91 327,299,834.34 48.52% 357.74% 509.87% -12.84% 

分产品-嵌入式

系统测试产品 
126,102,729.09 67,150,450.66 46.75% 7.74% 6.47% 0.64% 

分产品-税控盘

产品 
634,254,047.15 326,376,269.99 48.54% 363.55% 527.09% -13.42% 

分地区-华北地

区 
529,565,932.19 196,996,401.46 62.80% 183.51% 172.57% 1.49% 

分地区-华东地

区 
181,561,720.42 132,717,510.03 26.90% 141.19% 267.30%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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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华南地

区 
126,579,800.72 93,280,679.40 26.31% 347.06% 891.69% -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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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嵌入式信息安全产品业务中，基于“营改增”业务推进、税控盘和金税盘系统打通，以及增

值税发票系统升级政策的推行，公司积极扩大销售网络，使税控业务市场份额增加，销售收入同比上年有

大幅增长；同时，在嵌入式系统测试产品及技术服务业务中，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

成功收购西安西谷，新增军用电子元器件测试、筛选及可靠性保证相关服务业务，为公司发展增加新的利

润增长点。 

 2015 年度的营业收入 98,031.92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36,243.21 万元增加 170.48%；利润总额 15,109.00

万元，比上年同期 8,203.55 万元增加 84.1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18.10 万元，比上年

同期 6,937.35 万元增长 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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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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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新增纳入合并的公司有北京汉荣捷通技术有限公司，郑州众合景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安西

谷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云网信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百望九赋电子有限公司（广州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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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百旺金赋科技有限公司，甘肃百旺九赋信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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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