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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6                           证券简称：坚瑞消防                           公告编号：2016-029 

陕西坚瑞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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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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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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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23761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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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瑞消防 股票代码 3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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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军 周欢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 65 号 6 幢 10701 房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 65 号 6 幢 10701 房 

传真 029-88332680 029-88332680 

电话 029-88332970-8060 029-88332970-8060 

电子信箱 stock@xajr.com stock@xajr.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气体灭火系统（装置）、火灾报警系统的生产和销售，以及消防工程施工业务。消防行业主

要包括两块：一是消防报警和灭火等消防器材，以及与消防器材联系紧密的消防工程，二是消防部队使用的消防车和消防护

具等消防装备。从上下游来说，上游行业主要有基础原材料行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和金属制品（铸件、模具、压力容器）

加工业等。下游行业主要有房地产、公共设施、石化、冶金、交通、电子、电力、通讯等国民经济各产业和消防部队。 

一个完整的消防产业链包括消防设计、消防产品生产和采购、产品安装施工与维护保养。根据行业经验，消防总投入的

1/4用于消防器材，1/4用于消防管网，剩下1/2是消防工程。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从建筑安装施工上说，

消防系统是机电安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1、气体灭火系统（装置） 

气体灭火系统是集气体灭火、自动控制及火灾探测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型自动灭火装置，国家标准规定采用的灭火药

剂有七氟丙烷、IG541、气溶胶、二氧化碳四种，其中只有气溶胶灭火装置为常温常压存储，其余采用压力容器存储，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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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灭火系统还要配备低温制冷设备。 

公司在2011年以前，仅仅从事气体灭火系统中气溶胶灭火装置的生产和销售，目前除了气溶胶灭火装置，还生产和销售

七氟丙烷灭火系统、IG541灭火系统，其中气溶胶灭火装置、七氟丙烷灭火系统的产销量据行业前列。公司气体灭火产品主

要实行“按订单组织生产”的模式，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协调内外部资源，有效组织产品的生产制造，

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2、火灾报警系统 

火灾报警系统种类多，由火灾报警控制器（大型、中型、小型、琴台、立柜）、带气灭的火灾报警控制器、图形显示装

置、多线/总线手动盘、感烟探测器、感温探测器（定温,差定温）、手动报警按钮、消火栓按钮、声光警报器、输入模块、

输出模块、单输入/输出模块、双输入/输出模块、隔离模块、火灾显示盘（中文、字符）、红外光束探测器、各种防爆产品、

消防广播（多线/总线）、消防电话（多线/总线）等系列产品组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福赛尔安全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火灾报警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3、消防工程业务 

消防工程包括了新建楼宇的首次安装工程、对现有楼宇的二次整改工程和后期维护保养。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相关建筑需要设计安装消防设施，根据公安部《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消防工程的设计与施

工单位需拥有相关资质，且因具有较高的专业性，作为消防产品最终用户的业主单位一般将消防工程承包给消防设施工程专

业承包商（或建筑工程总承包商），由其负责消防设计、消防产品的采购与安装及消防验收。公安部下属消防机构主要通过

消防设计审核以及消防验收两道关卡对消防工程进行监管。公司集团成员专业从事消防工程业务的有达明科技有限公司、坚

瑞永安安全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华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辰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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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343,054.45 351,074,075.18 65.59% 269,464,49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367,000.61 8,552,357.14 313.54% 4,827,92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72,543.44 -2,099,334.45 -1,265.73% 3,086,96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2,138.25 17,151,633.44 -123.33% -4,004,062.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7 0.0357 98.04%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7 0.0357 98.04%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5% 1.78% 1.97% 0.01%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454,135,992.08 1,447,471,819.92 0.46% 700,563,37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6,935,681.64 927,571,532.35 3.17% 478,306,1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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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65,132.63 123,328,657.40 141,612,315.32 253,436,94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22,389.97 3,066,084.35 7,263,774.45 19,014,75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62,544.01 1,510,748.59 -4,228,436.56 30,552,77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38,950.26 -37,232,399.36 -9,260,586.45 -65,906,2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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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2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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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鸿宝 境内自然人 31.36% 156,878,686 120,179,012 质押 111,909,539 

童建明 境内自然人 8.91% 44,595,859 44,595,859   

童新建 境内自然人 8.78% 43,905,102 43,905,102   

上海傲英一期

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10,027,982 10,027,982   

江苏华工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8% 7,400,641 7,400,641   

王梅香 境内自然人 1.28% 6,380,915    

李炜 境内自然人 1.20% 6,011,463    

郑向阳 境内自然人 1.16% 5,819,730    

曾锐 境内自然人 1.05% 5,250,000 5,250,000   

深圳市厚润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 5,250,000 5,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中除童建明和童建新为一致行动人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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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1,343,054.4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59%,实现营业利润44,929,816.52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359.2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367,000.6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3.54%。 

报告期内，公司消防安防工程业务收入422,713,733.0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7.51%，该业主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

72.71%，七氟丙烷灭火装置业务收入45,786,449.0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0.52%，气溶胶灭火装置业务收入21,655,137.11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36.35%，火灾报警系统业务收入59,775,014.4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3.77%。 

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公司气溶胶灭火产品自2014年以来销量及收入出现连续下滑，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逐渐萎

缩至3.73%；七氟丙烷灭火装置的销量及收入较上年同期也出现下滑，主要因该行业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所致。根据气体灭

火设备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细则，公司于2015年7月15日完成各个规格七氟丙烷灭火系统特性文件及网上申报工作，并

于2016年1月22日通过工厂条件现场检查，获得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国家固定灭火系统和耐火构件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推荐性通过”结果，3C认证获得通过。公司将借此契机提高公司产品质量，提升公司竞争实力，保持行业地位。 

火灾报警业务虽然行业规模还在增长，但是竞争环境日益严酷，公司从事该业务的控股子公司北京福赛尔安全消防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福赛尔”）业绩增长大大低于预期，公司已对该子公司进行独立运营，同时为了引进一些公司外部

的行业人士，谋求共同发展，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该子公司33%

的股权进行转让，转让完成后，公司仍持有福赛尔52%的股权，该举措将简化管理职能，给予该子公司更大的发展空间，促

进整个上市公司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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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防工程 422,713,733.08 112,012,086.30 26.50% 147.51% 225.75%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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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氟丙烷灭火装

置 
45,786,449.06 12,357,775.90 26.99% -20.52% -34.14% -5.58% 

气溶胶灭火装置 21,655,137.11 5,958,449.50 27.52% -36.35% -55.52% -11.86% 

火灾报警系统 59,775,014.40 23,895,159.60 39.98% -23.77% -39.41% -10.32% 

超细干粉灭火装

置 
1,958,579.00 678,554.60 34.65% 62.05% 77.63% 3.04% 

抑爆装置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71.68% 

其他消防产品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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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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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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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因处置子公司西安美安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西安新思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及广州绿荫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导致报告期末，上述三个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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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