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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乐金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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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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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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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09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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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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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金健康 股票代码 3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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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萍 张蔚心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合欢路 34 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合欢路 34 号 

传真 0551-65847577 0551-65847577 

电话 0551-65329393 0551-65329393 

电子信箱 saunaking@saunaking.com.cn zhangwx@saunaking.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于健康行业细分化行业，专业从事家用远红外健康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家用远红外理疗房

及便携式产品。公司主要产品为家用远红外理疗房及便携式产品。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为429,219,404.88元，同比增长

51.07%；实现利润总额47,188,190.4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6.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837,123.04元， 较

上年同期增长110.15%。 

驱动收入变化的因素 

2015年，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为429,219,404.88元，同比增长51.07%，主要系本年公司增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子公司久工健业四季度营业收入以及卓先实业2015年度营业收入所致。公司营业收入的构成主要为远红外理疗房、便携式产

品按摩产品等，地区主要分国内与海外。2015年，远红外理疗房销售收入为311,623,269.97元，同比增长60.92%，主要系本

年合并子公司卓先实业2015年度营业收入；便携式产品销售收入为18,417,572.34元，同比下降23.95%，主要系公司根据市场



安徽乐金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需求对业务单元的产品结构进行了逐步调整；木制脚桶（足膝养生舱）销售收入为17,127,742.7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91%，

主要为该产品针对中老年足膝关节疼痛而开发，具有轻便疗效好价优等特点，销量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按摩类产品销售

收入为53,819,308.23元，主要系本年公司增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子公司久工健业四季度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内外销收入保持平稳向上趋势，内销收入为189,182,039.9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28%，

主要系国内销售经过多年引导培育，消费逐步启动。外销收入为240,037,364.9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3.20%，主要系主要系

本年公司增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子公司久工健业四季度营业收入以及卓先实业2015年度营业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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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219,404.88 284,121,067.78 51.07% 265,046,55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37,123.04 19,431,944.45 110.15% 16,213,01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230,025.22 17,597,750.43 105.88% 14,322,66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91,143.97 20,527,001.81 -217.36% 28,056,175.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80 87.50% 0.06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7 85.71% 0.06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8% 3.28% 1.40% 2.8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931,536,052.56 798,757,692.94 141.82% 670,026,80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8,807,374.77 671,675,466.30 117.19% 582,230,4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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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65,502.59 87,766,726.03 87,230,012.70 161,657,16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66,159.60 4,839,078.50 718,480.54 28,513,40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72,820.53 4,247,255.03 -1,501,117.08 27,211,066.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60,467.76 -17,431,169.25 -17,912,449.77 3,392,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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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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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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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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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道明 境内自然人 17.12% 58,089,400 43,567,050 质押 26,500,000 

韩道虎 境内自然人 11.43% 38,772,000 38,772,000   

马绍琴 境内自然人 4.03% 13,659,600 10,244,700   

金浩 境内自然人 3.48% 11,812,500 8,859,375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医疗保

健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6% 11,050,000 0   

马鞍山聚道成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9% 8,100,000 8,100,000   

栗忠玲 境内自然人 2.02% 6,860,000 0   

龚向民 境内自然人 1.88% 6,387,832 6,387,832   

上海弘励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8% 6,372,000 6,372,000   

西藏凤凰创业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6% 6,300,000 6,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金道明与马绍琴为夫妻关系，金道明、马绍琴与金浩为父（母）子关系。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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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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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属于健康行业细分化行业，专业从事家用远红外健康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家用远红外理疗房

及便携式产品。公司主要产品为家用远红外理疗房及便携式产品。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为429,219,404.88元，同比增长

51.07%；实现利润总额47,188,190.4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6.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837,123.04元， 较

上年同期增长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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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红外理疗房 311,623,269.97 174,243,325.49 44.09% 60.92% 70.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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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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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安徽久工健业有限责任公司 久工健业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2 上海久工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久工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本期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上海宇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宇森 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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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