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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3                           证券简称：聚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1 

聚光科技（杭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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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181,4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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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光科技 股票代码 3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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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昆仑 王春伟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760 号 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760 号 

传真 0571-85012008 0571-85012008 

电话 0571-85012176 0571-85012176 

电子信箱 fpi@fpi-inc.com fpi@fpi-inc.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应用于环境监测、工业过程分析、实验室仪器等领域的仪器仪表；以先进的检测、

信息化软件技术和产品为核心，为环境保护、工业过程、水利水务等领域提供分析测量、信息化、运维服务及治理的综合解

决方案。公司的主营业务类别主要有环境监测系统及运维服务、工业过程分析系统、实验室分析仪器、水利水务智能化系统

等。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3,325.20万元，同比增长48.97%，属于国内行业领先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均未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国家建设创新型

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等政策的明确以及《环境保护法》及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出台，公司以环

境业务为代表的的主营业务发展也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另外，根据环保部规划，“十三五”期间，要根据大气、水、土壤三大

行动计划实施的需求，整合优化环境监测网络，不断强化污染源监测、环境应急与预警监测，持续推进环境遥感与地面生态

环境监测，不断加强监测质量管理与信息公开。对于公司2016及未来环境业务的发展带来了众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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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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252,035.56 1,230,604,394.17 48.97% 941,081,93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7,041,019.73 192,599,084.56 28.27% 159,152,15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894,214.83 152,058,353.39 70.92% 94,744,09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878,301.75 143,241,246.15 90.50% 77,277,979.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43 27.91%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43 27.91%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8% 9.68% 1.50% 8.65%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4,113,469,045.77 2,906,493,154.62 41.53% 2,407,810,04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0,190,292.21 2,078,039,382.54 13.10% 1,902,193,7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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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423,214.58 433,808,597.40 337,533,672.54 844,486,55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14,578.88 74,706,936.80 75,375,728.08 91,943,77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57,447.50 62,775,329.94 64,949,996.07 139,826,33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950,102.18 36,910,717.37 -30,203,200.84 379,120,8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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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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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睿洋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61% 111,523,200  质押 71,5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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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普渡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4% 57,741,600  质押 46,961,000 

ISLAND 

HONOUR 

LIMITED 
境外法人 3.80% 17,198,800  质押 9,20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二组合 
其他 2.75% 12,469,894    

RICH GOAL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76% 7,984,4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六组合 
其他 1.65% 7,456,678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一组合 
其他 1.32% 6,000,048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

实研究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7% 5,737,134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境外法人 1.12% 5,073,147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策略优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8% 4,873,9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睿洋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共同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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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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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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2015年经营目标，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通过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在国内经济新常态发展的背景下，抓住行业发展的机遇，通过事业部制改革和分层的股权激励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各项业

务的平稳发展，特别是环保业务、水利水务智能化业务、实验室仪器业务取得一定的成长，通过收购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进入实验室仪器耗材领域，与公司实验室分析仪器业务互补。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3,325.20万元，同比增长48.97%；利润总额32,635.31万元，同比增加43.43%。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4,704.10万元，同比增加28.27%。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环境监测系统及运维服务业务，公司抓住环境业务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开展环境监测产品的研发、销售及运维服务，

取得较为理想的业绩；以气休污染源、运营维护、气站为主要贡献行业，均保持了较好的增长；电力超低排放行业加大管控

和销售力度后也有较大增长；水站、水污染源、市政、智慧控制、信息化等行业保持稳定增长。签约如东开发区（化工园区）

“环境监控预警和风险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项目”，“VOC在线监控和LDAR”业务实现化工园区巨大突破，并积极推动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遥感业务取得突破，激光雷达产品快速增长、臭氧激光雷达（全国首台）、扬尘系统实现市场突破。加快培养

复合型管理人才，使得区域营销、服务及品牌相得益彰；加快运维技术研究，强化运营维护管理，完善运维标准的制定及培

训，增强巡检督查技术力量，完善追责制度；编制大项目管理操作手册，规范大项目管理及操作程序，提高大项目管理的质

量和效率。 

公司将凭借领先的环境与安全系统解决方案业务基础，充分发挥信息化与大数据的指引作用，通过自主开发、并购与对

外合作的方式，完善聚光科技智慧环境业务产业链，在业内率先搭建集“检测/监测+大数据+云计算+咨询+治理+运维”业务于

一体全套解决方案，构建“从监测检测到大数据分析再到治理工程”的闭环模式，即由监测检测说清环境现状与问题，通过大

数据分析环境污染成因与趋势，最终通过治理工程系统性、科学性地解决环境问题，逐步实现环境综合服务商的转型与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与章丘市人民政府、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政府、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政府、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政府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并积极拓展其他地区相关业务。 

工业过程分析系统，以提供工业过程检测业务为主，以节能优化、高端过程分析业务为培育业务；重点发展冶金、化工、

矿业、天然气应用领域，为用户提供成熟可靠的仪器仪表解决方案和运维服务 。2015年下游市场环境严峻，新建与技改项

目减少，过程分析仪表市场容量不理想，但通过细化管理，在钢铁行业的气体分析检测市场占有率保持上年同期水平。工业

过程分析系统维保行业正新兴起步，业主对维保外包的理念认同度逐渐提高，相较前几年改善明显，市场潜力非常大。维保

专业公司在技术、规模、专业经营等方面进入优胜劣汰阶段。 

实验室分析仪器业务，市场竞争激烈，国产产品的品质不断提高，对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在逐渐加强，虽然部分行业市场

需求紧缩，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有望保持持续增长。报告期，持续开发、完善新产品，进入环保、食品安全等行业；报告期

收购的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是专门从事实验室用品，包括实验室用仪器、试剂和标准品、实验室耗材的销售、

生产研发和服务的企业，是集销售、生产、研发和服务为一体的直销型企业，在中国同类企业处于领先地位。依靠多年的经

营积累，公司具备了稳定的专业销售团队和全国性的销售网络、良好的品牌形象、稳定的供应商关系以及优质的客户群体，

在竞争中具备了全产品链优势、全区域覆盖优势和品牌及渠道优势，为政府、第三方检测机构、高校、企业提供食品安全、

环境检测和药品检验领域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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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务智能系统业务，受山洪预警业务增长影响，报告期增长良好，打开水利信息化运维服务市场，在深入挖潜华南

等优势地区的基础上,逐步外省运维服务基地，构建全国化的运维服务体系。 

    环境治理类业务，通过收购北京鑫佰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入工业废水零排放领域，开拓电厂脱硫废水零排放取领域，

针对工业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效益差的状态，对项目的质量进行认真评估，积极跟踪储备大型央企项目。报告期收购重庆三

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进入市政污水治理领域，建立集污水治理咨询设计、工程施工和运营管理的一体化业务体系，立足

重庆并开拓西南地区业务。通过完成对上述两家公司的收购，并结合公司在全面的环境监测解决方案体系，拓展智慧环境、

海绵城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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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监测系统及

运维服务 
888,341,683.06 385,626,892.54 43.41% 64.39% 59.23% 1.83% 

工业过程分析系

统 
222,027,864.37 140,915,905.93 63.47% 22.43% 26.44% -1.16% 

实验室分析仪器 288,507,337.15 158,156,623.35 54.82% 0.25% -5.29% 2.64% 

水利水务工程系

统 
267,354,280.55 116,487,977.21 43.57% 95.40% 81.79% 4.23% 

其  他 167,020,870.43 78,595,296.54 47.06% 98.25% 30.79%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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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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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财会〔2015〕19号）的规定，本公司对限制性股票采用追溯调整法重述了2014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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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票重分类列报 其他应付款 ＋10,732,190.00 — 

长期应付款 ＋45,277,860.00 — 

其他非流动负债 —56,010,0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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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

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重庆三峡环

保（集团）有

限公司 

2015-12-2

9 

168,000,000.00 60% 协议转

让 

2015-12-2

9 
完成过户变

更登记手续 

— — 

北京鑫佰利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015-04-0

9 

165,000,000.00 70% 协议转

让 

2015-04-0

9 
完成过户变

更登记手续 

81,699,965.02 22,017,366.77 

宁波顺程市

政工程有限

公司 

2015-09-2

2 

7,000,000.00 100% 协议转

让 

2015-09-2

2 
完成过户变

更登记手续 

— — 

LSE Mointors 

B.V. 

2015-01-0

2 
1欧元 75% 协议转

让 

2015-01-0

2 
完成过户变

更登记手续 

863,024.88 -147,899.23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天津慧光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5-03-11 尚未实际出资 100% 

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5-04-30 尚未实际出资 80.65% 

聚光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5-12-09 1,500万美元 100% 

云南聚光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2015-12-22 尚未实际出资 1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单位：元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北京英贤仪器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2015-02-04 29,333.33 -1,134,145.31 

杭州长聚科技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2015-12-31 3,566.08 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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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