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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8                        证券简称：全志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16-004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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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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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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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志科技 股票代码 30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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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巍 蔡霄鹏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二路 9

号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二路 9

号 

传真 0756-3818300 0756-3818300 

电话 0756-3818276 0756-3818276 

电子信箱 ir@allwinnertech.com ir@allwinnertech.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智能应用处理器SoC和智能模拟芯片设计厂商，专注于高清智能视频处理、模拟器件、网络通讯、系统整合

方向的技术研发工作。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充分发挥贴近国内客户的优势，紧密围绕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在技术更

新、产品性能、快速量产及性价比等方面赢得了市场综合竞争优势，已经成为国内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处理器芯片以及智能电

源管理芯片市场的主流供应商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巩固原有市场，加大对新兴应用市场的拓展力度，调整产品结构，

布局新兴产业，实现了企业利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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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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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209,465,496.10 1,241,963,822.00 -2.62% 1,650,099,16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975,383.67 110,337,619.86 15.99% 418,931,60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031,839.53 102,655,152.75 9.13% 410,967,52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587,237.93 325,246,126.64 -16.19% 429,830,991.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0 0.920 -3.26% 3.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90 0.920 -3.26% 3.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8% 11.27% -1.39% 52.15%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785,057,104.60 1,197,298,532.90 49.09% 1,151,016,90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32,698,963.48 999,172,794.44 53.40% 972,846,6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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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598,616.19 261,181,564.98 330,549,655.60 360,135,65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902,552.37 24,743,651.94 35,173,450.06 30,155,72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503,724.71 20,933,049.39 31,449,616.98 24,145,44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187,942.54 -6,720,354.73 144,154,829.14 81,964,8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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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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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辉 境内自然人 9.58% 15,322,000 15,322,000   

龚晖 境内自然人 8.96% 14,342,000 14,342,000   

丁然 境内自然人 8.96% 14,342,000 14,342,000   

侯丽荣 境内自然人 8.29% 13,260,000 13,260,000   

蔡建宇 境内自然人 6.25% 9,992,000 9,992,000   

唐立华 境内自然人 4.53% 7,242,000 7,242,000   

PAN YA LING 境外自然人 4.44% 7,100,000 7,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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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龙生 境内自然人 1.87% 2,990,000 2,990,000   

薛巍 境内自然人 1.87% 2,990,000 2,990,000   

陈传著 境内自然人 1.82% 2,912,000 2,9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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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成功完成了战略发展目标的起步阶段，面对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整体消费需求减弱的趋势，公司坚持

技术和产品二元驱动的经营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依托，进一步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实力，为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120,946.5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滑2.62%。主要原因为下游平板电脑处理器

芯片市场需求放缓，销量下降所致。营业利润10,883.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02%；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797.5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99%。主要原因为公司针对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策略，根据行业特点及客户需求，在加强营销力度的同时，

通过推出新产品进行更新换代提升毛利率及拓展新的应用范围，抵消了营收下滑的不利影响，使得利润水平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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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终端应用处理

器芯片 
965,934,303.12 621,789,742.33 35.63% -5.19% -16.49% 8.71% 

智能电源管理芯片 241,590,325.73 135,187,031.07 44.04% 12.64% 13.72%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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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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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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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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出资比例（%） 

香港全通公司 设立 2015年3月  100.00 

西安全志公司 设立 2015年9月 20,000,000.00 100.00 

芯之联公司 设立 2015年7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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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辉 

2016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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