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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0                        证券简称：正业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0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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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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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4.5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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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业科技 股票代码 3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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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艳平 王巍 

办公地址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九路 2 号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九路 2 号 

传真 0769-88774271 0769-88774271 

电话 0769-88774270 0769-88774270 

电子信箱 ir@zhengyee.com ir@zhengyee.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PCB精密加工检测设备、PCB精密加工辅助材料、X光自动化检测系列设备等业务，上述业

务领域主要集中在PCB行业及锂电行业。 

    PCB精密加工检测设备主要包括机器视觉系列、实验室仪器系列、半固化片无尘自动裁切机、检孔机、全自动补强机、

字符喷印机、UV激光切割机系列、UV激光打孔机系列等多型号多种类产品。在2015年度，公司对上述加工检测设备系列进

行了改型升级，产品质量稳步提升，获得了客户广泛认可。特别是在激光应用领域，公司通过加大科研投入，相继研发出了

精密光纤激光切割机、高速二氧化碳激光切膜机、光纤激光切割机器人、三维精密光纤激光切割机、激光打标机系列等，并

有望在2016年陆续推向市场形成销售。 

    PCB精密加工辅助材料主要包括覆盖膜、干膜、纯胶膜等膜系列，可降解滤芯等过滤系列产品，不锈钢片、PI补强板等

补强材料，无尘系列，精密定位系列等材料，上述材料应用主要在PCB行业。2015年，公司成立了功能膜技术中心，加大了

对具有高技术含量的膜材料的科研力度，并取得了积极进展，覆盖膜等材料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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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光自动化检测系列设备主要包括半自动X光检查机、全自动X光检查机等10余种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锂电、SMT、LED、

电子产品加工和铸件加工等行业。在2015年公司全自动X光检查机XG5200系列已成功导入动力电池检测领域，代表性客户

有比亚迪、中航锂电、天津力神等。 

    本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并驱发展的路线。通过引进中高端技术人才充实研发队伍，提高科研技术人

员的福利待遇，定期开展技术研讨培训等活动，公司的技术实力取得了明显进步。2015年公司申报专利30件，其中发明专利

申报了16件。在市场拓展领域，公司紧抓大客户认证工作，并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开发了日本松下、中航锂

电等客户，出口到日本、韩国、泰国、印度、新加坡、英国、俄罗斯、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同时，公司在以直销为主

要经营模式的情况下，逐步开展经销代理模式，并组建了正业科技网上商城且已上线运营。 

    报告期内，PCB行业增速放缓，锂电行业仍保持稳健发展态势。公司再次获评国内PCB行业百强企业，在PCB设备领域

进入国内前三强；在锂电行业检测领域，公司的X光自动化检测系列设备获得了广泛认可，现有客户包括了TDK Coporation、

比亚迪、天津力神、光宇集团、格力新能源、TCL金能、维科电池、日本松下等。  

    2015年下半年，公司先后收购了拓联电子100%股权、鹏煜威49%股权、集银科技100%股权，其中集银科技已完成了资

产过户手续。通过并购重组，公司的产业链得到延伸，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扩大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并增强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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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83,508.73 311,074,660.85 14.79% 264,057,69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340,437.32 29,133,286.82 35.04% 34,649,34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3,915,011.62 25,566,281.99 32.66% 28,367,88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34,224.59 -1,531,077.55 -2,155.55% 9,690,622.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23 0.2590 1.27% 0.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23 0.2590 1.27% 0.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3% 12.29% -2.46% 16.8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777,950,639.30 496,375,153.52 56.73% 331,165,24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9,445,395.28 382,497,977.96 41.03% 225,164,6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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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4,447.08 101,568,136.46 87,227,134.91 112,093,79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0,391.93 14,805,960.71 7,206,182.81 15,607,90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8,860.02 11,712,935.45 6,559,473.48 14,373,742.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57,509.96 -9,103,832.68 -17,004,803.13 2,631,9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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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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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11% 91,115,417 91,115,417 
质押 30,250,000 

质押 21,750,000 

东莞市铭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5% 10,134,585 10,134,585   

天津嘉和融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3% 5,625,000 0   

天津达晨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 2,250,000 0   

天津达晨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 1,916,665 0   

肖冰 境内自然人 0.91% 1,458,33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61% 979,250 0   

王凌宇 境内自然人 0.43% 680,500 0   

吴国芳 境内自然人 0.24% 375,000 375,000   

徐国梅 境内自然人 0.22% 350,000 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2、徐地华、徐国

凤、徐地明为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3、徐地华、徐国

凤、徐地明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徐地华、

徐国凤、徐地明、徐国梅为兄妹关系，吴国芳为徐地明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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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PCB行业增速放缓，锂电行业仍保持稳健发展态势。

针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行业景气度不一的情况。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经过调研分析，积极制定了2015年度的经营指标

与运营策略，通过组织架构顶层设计、实施事业部负责制、执行客户信用制度、引进SAP管理系统、推广融资租赁等一系列

措施，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取得了稳健增长，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经营指

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5,708.3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79%；实现营业利润3,836.8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02%；实现利润总额4,475.2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66%，实现净利润3,934.0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04%；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34.0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0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快，主要系：公司通过加强技术应用平台的建设，对多款设备产品如UV激光打孔机、

UV激光切割机、检孔机、特性阻抗测试仪等进行了改型改进升级，增强了市场竞争力；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并结合客户需

求，研发推出了膜系列产品并形成了产能；通过加强大客户开发，相继将产品成功导入到中航锂电、日本松下等公司。2015

年度，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上升35.04%，主要是因为公司依靠优秀的技术研发团队和过硬的研发能力、优质稳定的客户、

良好的民族品牌效应、快速响应能力以及不断推出新产品，扩大市场规模，通过收购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质量等推动公司营业

收入和利润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 对组织架构进行顶层设计，压缩了管理层级、减少了部门设置，简化了办事流程，实现了权责清晰。 

2. 实施事业部负责制，实现了权力下放，基本落实了独立核算，解放了生产力，激活了技术、营销、管理等生产要素

的有机高效运作。 

3. 优化了产品结构，对僵死产品、僵尸项目坚决淘汰，对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了公司整体

费效比。 

4. 加强了对中高端电子材料的投入力度，拓宽了市场领域，中高端电子材料如膜系列的业绩增长持续发力。 

5. 实施横向整合战略，围绕自动化设备、中高端材料进行产业链整合，先后收购了拓联电子100%股权、鹏煜威49%股

权、集银科技100%股权（集银科技已完成资产过户手续），通过并购重组，极大的丰富了公司产品业务线，打开了

外延成长空间。 

6.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聘用、考核、奖惩、晋升和淘汰等一整套的人才资源管理体系，特别是加强了对核心员工、

中高层管理干部的动态考核，提升了关键岗位的综合工作能力素质。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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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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B 精密加工检测设备 151,958,169.31 89,046,492.01 41.40% -3.75% -6.83% 1.93% 

PCB 精密加工辅助材料 192,080,785.78 135,866,775.44 29.27% 25.38% 24.34%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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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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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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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市拓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5-11-9 23,000,000.00 100.00 购买 

续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年末被购买

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年末被购买

方的净利润 

江门市拓联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2015-11-9 1、企业合并协议已获股东大会

等内部权力机构通过；2、已办

理了工商变更手续；3、购买方

已支付了购买价款的51%，且有

能力支付剩余部分。 

13,044,553.64 4,945,937.19 

（2）合并成本及商誉 

项  目 江门市拓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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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成本 23,000,000.00 

—现金 23,000,000.00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其他  

合并成本合计 23,00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01,725.89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22,898,274.11 

①合并成本公允价值的确定 

参照江门市拓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历史经营情况、未来四年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本公司与其股东凌万秾及新余市元

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协商确定交易对价。 

②大额商誉形成的主要原因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与江门市拓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凌万秾及新余市元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收购

协议，以2,300.00万元对价取得江门市拓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00%股权，已于11月5日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登记，于11月9

日本公司支付对价的51.00%即1,173.00万元。购买日江门市拓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净资产为101,725.89元，形成商誉

22,898,274.11元。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项  目 江门市拓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日 

公允价值 

购买日 

账面价值 

资产： 5,813,489.47 5,813,489.47 

货币资金 299,114.09 299,114.09 

应收款项 2,475,096.49 2,475,096.49 

预付账款 819,492.45 819,492.45 

其他应收款 82,866.29 82,866.29 

存货 995,851.23 995,851.23 

固定资产 1,107,409.03 1,107,409.03 

其他长期资产 33,659.89 33,659.89 

负债： 5,711,763.58 5,711,763.58 

应付款项 1,923,942.05 1,923,942.05 

预收账款 581,651.05 581,651.05 

应付职工薪酬 197,099.49 197,099.49 

应交税费 60,562.56 60,562.56 

其他应付款 2,948,508.43 2,948,508.43 

净资产 101,725.89 101,725.89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101,725.89 101,7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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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地华 

                                                 日期：2016 年 03 月 22 日 


	一、重要提示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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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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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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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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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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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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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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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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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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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