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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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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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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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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35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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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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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薇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传真 010-52249811 010-52249811 

电话 010-67871609 010-67871609 

电子信箱 ir@shengtongprint.com ir@shengtongprint.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专注于文化出版物、大型商业印刷的综合管理服务，为国内外出版社及大型商业客户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综合印

刷管理服务。服务客户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与教研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移动等。 

（二）经营模式 

   在经营管理方面，通过集团管理模式，运用信息化手段，采取平台化运营，结合产业技术优势，凭借深厚的客户资源，

启动产业链的融合与公司转型升级。 

在生产方面，公司在北京、上海、河北廊坊建设了5家生产基地，涉及到出版物印刷、包装印刷、商业印刷等多个行业细

分领域，为平台运营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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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品牌、规模、技术实力等在行业内均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在全国十万多家印刷企业中公司自2008

年起连续六年被行业权威媒体《印刷经理人》杂志评为中国印刷百强企业。连续三届蝉联中国出版界最高荣誉——“中国出

版政府奖之印刷复制奖”。为全国首批国家印刷示范单位。 

（四）外延发展方面 

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设立产业并购基金，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着力布局教育和延伸出版产业链，构建教育、出版产业及

合作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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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257,493.85 622,210,432.77 12.70% 533,344,70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19,741.21 11,401,630.68 71.20% 19,105,86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57,634.75 9,047,240.05 0.11% 16,826,33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297,225.69 67,980,759.13 -39.25% 78,881,11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9 66.67%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9 66.67%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 1.24% 2.01% 3.3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237,098,891.64 1,080,838,155.51 14.46% 988,459,49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9,167,116.40 590,259,575.19 9.98% 582,817,9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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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57,651.32 180,497,674.36 188,664,137.03 178,738,03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1,505.90 11,560,320.73 3,048,154.61 4,059,75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2,067.63 6,615,482.04 1,393,645.64 2,050,57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93,740.84 58,032,375.08 48,276,950.18 -82,005,8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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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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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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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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延秋 境内自然人 27.03% 36,487,500 28,687,500 质押 9,960,000 

贾春琳 境内自然人 13.33% 18,000,000 13,500,000 质押 8,500,000 

贾则平 境内自然人 10.71% 14,461,500 0 质押 5,439,095 

贾子成 境内自然人 4.17% 5,625,000 0   

兴证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

兴证资管鑫众

2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国有法人 3.37% 4,551,802 0   

贾子裕 境内自然人 3.30% 4,460,100 0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

海－浦江之星

177号集合资金

信托 

国有法人 1.95% 2,630,891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融通新区域

新经济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 2,198,014 0   

中国农业银行

－大成创新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国有法人 1.48% 1,999,263 0   

谢征昊 境内自然人 1.15% 1,555,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栗延秋与贾子裕、贾子成为母子关系，贾则平与贾春琳为父子关

系。除此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谢征昊持有公司股份 1,555,100 股，其中通过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55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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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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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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板块业务稳步推进，出版物印刷业务、包装印刷业务稳中有升，公司继续按照 2015 年年初公司董事会

制定的发展战略稳步开展工作，使得业务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取得了稳定的增长，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70,125.75 万

元，同比增长 12.7%，利润总额 2,235.84 万元，同比增长 82.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1.97 万元，同比增长

71.2%。  

报告期内，出版物印刷业务板块继续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512,18.38 万元，同比增长 14.11%，；包装

印刷业务实现营业总收入 5671.8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29%；云印刷业务实现营业总收入 3897.9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9.16%。 

报告期内，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设立产业并购基金，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着力布局和延伸产业链，构建产业及合作生态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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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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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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印刷 38,979,325.48 33,889,132.38 13.06% -9.16% -4.50% -4.24% 

包装印刷 56,718,977.45 47,480,429.88 16.29% 39.29% 34.08% 3.25% 

出版物印刷 512,183,783.18 416,802,066.05 18.62% 14.11% 10.97% 2.30% 

商业印刷 87,625,060.20 75,671,072.66 13.64% 7.47% 9.30%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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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发生了会计估计变更，其他未发生变化 
 

 1、公司对会计估计变更适用时点的确定原则：为了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固定

资产残值率和折旧年限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使公司的应收款项更接近于公司实际回收情况和风险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自2015年3月1日董事会等相关机构正式批准后，公司决定对固

定资产的残值率和部分资产的折旧年限以及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估计事项进行变更。 

 

2、本期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时点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 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年3月1日 

 

3、从2015年3月1日开始执行，对报告期内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资产类别 变更前折旧年限

（年） 

变更后折旧年限

（年）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项目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房屋及建筑物 20 20-40 净利润 1,886,199.63 

机器设备 10 10-15 净利润 9,056,828.83 

合计    10,943,0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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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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设子公司盛通（廊坊）出版物印刷有限公司，导致合并范围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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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栗延秋 

2016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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