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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3               证券简称：温州宏丰               公告编号：2016-022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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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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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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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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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240,9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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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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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宏丰 股票代码 30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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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代） 樊改焕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大桥工业区

塘下片区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大桥工业区

塘下片区 

传真 0577-62876808 0577-62876808 

电话 0577-62876828 0577-62876828 

电子信箱 zqb@wzhf.com zqb@wzhf.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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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热双金属材料、元件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作为国内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和热双金属材料领域内领先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具备从各种电接触材料的制备到一体化电接触组件加工的完整的产品体系，能够满足

所有低压电器的性能要求。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颗粒及纤维增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及元

件、层状复合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及元件、一体化电接触组件、热双金属材料四大类。公

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人才和市场优势，技术工艺在国内同行

业中居于领先地位，部分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电接触

功能复合材料、元件及组件的生产企业之一，同时也是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领域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起草和修订工作的主要参与企业之一，具有一定的行业领先优势。 

    公司产品的国内主要销售对象为正泰电器、德力西电气、天正电气等，国际销售对象

为施耐德、艾默生、森萨塔、西门子、伊顿、GE等知名电器生产厂商，产品广泛应用于工

业电器、家用电器、交通和控制机械、信息工程等领域，如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工

业控制等产品中，是电器开关完成导通、分断电流功能的载体，其电接触性能是影响电气

与电子工程可靠性的关键，是低压电器中的核心部件，被业界称之为低压电器的“心脏”。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的发展阶段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制造企业，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行业代码：C38）。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工合金

分会为本行业的自律管理机构。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

业，行业准入门槛较高，但本行业属开放性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经过多年的快速成长，

本行业已进入发展的成熟期。电接触材料将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新材料、新工艺、

新技术的应用将会促使电接触材料行业进一步发展。 

    （2）周期性特征 

电接触材料作为各类电气电子产品的基础材料，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与

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电接触材料产品的需求多表现为硬需求，行业周期性与国民经

济景气度及周期性相关。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在为正泰电器、德力西电气、天正电气等国内知名企业提供优质产品服务的同时，

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持续不断地加强研发投入，在新材料、新工艺、自动化生产等方

面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公司核心技术居于国内领先水平，部分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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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公司外销规模的不断拓展，公司对GE、西门子、施耐德等世界知名企业的销

售额正逐年上升，产品远销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共计17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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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864,096.83 668,496,361.35 -6.08% 662,758,81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7,519.16 23,263,461.19 -75.42% 4,072,72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2,355.38 16,358,238.32 -92.65% 2,672,06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22,884.33 44,169,439.44 17.33% 31,399,184.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8 -75.00%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8 -75.00%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 4.25% -3.21% 0.7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834,640,580.58 889,436,315.17 -6.16% 686,927,75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4,193,092.14 559,193,640.46 -2.68% 536,850,9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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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96,562.30 180,543,658.66 161,319,891.32 149,903,98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79,644.91 2,818,681.67 4,965,654.82 -6,646,46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96,520.26 2,815,145.95 3,937,622.03 -9,646,93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83,429.93 -26,762,968.74 41,528,854.19 373,5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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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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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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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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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 境内自然人 59.26% 163,713,600 132,535,200 质押 103,090,00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3.85% 10,622,890    

林萍 境内自然人 3.73% 10,296,000 10,296,000 质押 10,000,000 

余金杰 境内自然人 2.60% 7,181,200 7,110,900 质押 6,903,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7% 3,521,3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睿进 5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3,189,406    

周信钢 境内自然人 0.92% 2,546,860    

吕良丰 境内自然人 0.73% 2,003,164    

李红霞 境内自然人 0.67% 1,841,356    

黄鑫虹 境内自然人 0.31% 8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陈晓、林萍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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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786.41万元，同比下降6.08%，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61,681.9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24%；2015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71.75

万元，同比下降75.42%，其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20.24万元，同比下降92.65%；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面向低压电器领域，与宏观经济依存

度较高，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市场需求不振，电接触材料行业以及热敏

控制及保护元件市场竞争加剧，控股子公司宏丰金属基市场开发进度不及预期；同时由于

受新增控股子公司的固定性成本费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本年度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报告期内，中国股市遭遇剧烈动荡，公司股价大幅下挫，极大的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和公司市值。在此背景下，国家也纷纷出台政策稳定资本市场，力争恢复资本市场平稳发

展。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实际控制人陈晓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余金杰先生响应

深交所号召，主动增持以表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股东已完成

了增持公司股票的承诺。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根据2015年的主要工作计划，公司重点完成了以

下工作： 

（1）完善管理体系，加快推进精细化管理模式，夯实企业发展基础  

报告期内，在公司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基

层员工人数亦持续攀升，这对公司在战略规划、制度建设、组织设置、运营管理、资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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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公司全面贯彻实施精细化管理模式，优化组

织架构，深入推进全员绩效考核和目标责任管理工作，强化工作效率，提升总体执行能力。 

（2）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对国际知名客户的销售取得了一定成效 

公司加大对新市场和国际中高端市场的开拓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报告期内，公司

对国际知名客户的销售增长较快，尤其是对GE、施耐德、西门子的销售额正逐年上升。 

2015年新增客户136家，其中工业电器行业82家，家用电器行业40家，汽车电器行业5

家，消费电子产品行业9家。其中外资企业14家，内资企业122家，公司外销占比正逐年上

升，由2014年的5,437.41万元人民币升至2015年的5,599.69万元人民币，外销收入同比增长

2.98%。对新增客户销售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为5.75%。 

（3）技术研发情况 

公司围绕转型升级，注重创新驱动和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为2,589.07万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4.12%。公司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截止2015年末已

申请和拥有各项专利50项，其中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证书的专利31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

处于实质审查阶段的国内发明专利6项，处于公开审查阶段的国际发明专利5项，申请中的

发明专利3项。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利示范企业、浙江省宏丰功能

性复合材料研究院的复审；建立了省级博士后工作站；研发的中间体复合颗粒增强银/石墨

电接触材料项目被列入2015年国家火炬计划；纤维状组织结构银基氧化物电触头材料的制

备方法获得温州市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参与起草了3项行业标准，制订了3项企业标准，

申请了3项发明专利。 

公司还在新工艺、新材料开发应用上加大了力度，如环保型AgSnO14.5系列产品、核

壳包覆结构中间体复合颗粒增强电接触材料、AgW50/Cu复合电接触材料、自动带铆冲一

体化工艺技术、自动带焊冲一体化工艺、Cu/301代替CuBe弹性材料等新产品、新工艺的推

广应用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通过深入建设省级企业技术研究院和低压电器试验站，不断推进新技术、新专利的申

报，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的研发及储备，保证了客户对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的需求以

及相关的生产、测试服务，为今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4）实施企业信息化建设 

为了提升生产运营效率和综合管理水平，2015年公司与鼎捷软件合作定制适合公司运

营的ERP系统，该系统经过设计和建设，已于2016年1月1日正式上线，新的ERP系统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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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库存管理、采购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设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等模块，使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全面结合、全面受控、实时反馈。实现管理信

息化，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决策效率，为垂直化财务管治和全面实施绩效考核打好基础。 

（5）导入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 

为了加快公司产品向汽车领域的拓展，提高公司的品质管理水平，公司于2014年推行

ISO/TS16949:2009认证工作，汽车行业质量管理机构对公司及公司的下属子公司进行了认

证审核，该认证是汽车生产和相关配件应用于汽车生产供应市场的先决条件。经过SGS(瑞

士通用认证机构 ) 的严格审核，公司于 2016 年 1 月获得了 SGS 认证机构颁发的

ISO/TS16949:200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这是公司车用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和热双金属

材料准予进入汽车生产供应市场的重要标志，同时为推动公司产品拓展汽车领域提供了技

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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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及纤维增

强电接触功能

复合材料及元

件 

196,320,645.74 175,703,586.94 10.50% -8.95% -8.68% -0.26% 

层状复合电接

触功能复合材

料及元件 

101,727,714.34 76,846,460.11 24.46% -22.54% -21.42% -1.08% 

一体化电接触

组件 
308,625,518.42 263,264,625.53 14.70% -0.43% -0.11% -0.27% 

热双金属材料 10,145,247.95 16,946,067.21 -80.74% 975.59% 1,826.35% -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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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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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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7,864,096.8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08%；营业成本

546,552,127.4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6%；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5,717,519.1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5.42%。公司业绩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受宏观经济增长

速度放缓，市场需求不振，电接触材料行业以及热敏控制及保护元件市场竞争加剧，控股

子公司宏丰金属基市场开发进度不及预期；同时由于受新增控股子公司的固定性成本费用

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本年度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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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与上期相比本期无新增合并单位。  

②本期减少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2015年4月2 日，公司出售了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和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从第二季度开始上海和伍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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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