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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1                               证券简称：恒信移动                          公告编号：2016-036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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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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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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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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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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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信移动 股票代码 3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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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赵东 苏竞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恒辉商务大厦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恒辉商务大厦 

传真 0311-86130089 0311-86130089 

电话 0311-86130089 0311-86130089 

电子信箱 office@hxgro.com office@hxgro.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为移动信息产品的销售与服务，分为个人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与服务和行业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与服

务。 

1、在个人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与服务领域，公司作为移动信息产品复合型销售专家，在销售移动信息产品的同时为客

户提供移动信息产品整体应用服务。 

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业务方面：公司提供手机零售业务和运营商定制终端产品以及合约机产品的销售业务； 

移动信息产品的整体应用服务方面：手机视频项目，主要提供视频内容的制作与发布，目前公司运营的有新闻资讯视

频的节目和手机视频纪录片频道，手机视频业务为公司代理运营商业务服务收入，公司以在向客户提供相关代理服务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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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与运营商的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核对无误后确认收入；音乐搜索和语音杂志项目则是为中国移动提供移动信息业务技术支撑

服务，每月从运营商业务运营支撑系统提取数据，进行核对后确认收入的实现。 

2、在行业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与服务领域，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行业移动信息产品的集成销售和行业移动信息化业务

运营两方面。 

行业移动信息产品的集成销售方面：主要为一卡通设备和一些硬件产品的销售业务 

行业移动信息化业务运营方面：主要为河北校讯通、北京电话会议、农政通及技术开发、咪咕游戏/阅读等业务。 

（二）公司所处的是移动信息通信行业，移动通信经历了第一代到目前第四代（4G），其特点是移动互联网大发展，

通信行业变革成为主旋律，整个行业属于转型步伐加快和完全竞争状态。近两年来，公司战略发展重点已逐渐从传统移动终

端产品和移动信息化服务业务转向商业服务移动信息化产品和服务，随着4G网络的发展，公司传统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与服

务业务规模略有下降，为此公司加快推进业务转型，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服务移动信息化产品和服务发展迅速。公司凭借

敏锐的市场嗅觉，领先的产品设计，严谨的技术开发和成熟的运营组织，逐步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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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880,085.98 667,357,602.79 -28.84% 937,859,63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88,462.91 10,539,483.58 0.46% -54,449,64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25,654.81 -14,226,580.31 137.43% -56,012,738.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95,419.81 47,448,800.18 -35.52% 49,487,49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0.00%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0.00%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1.36% -0.02% -6.77%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975,408,054.51 886,543,086.64 10.02% 945,525,60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8,422,803.07 782,263,474.66 2.07% 771,897,2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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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14,449.35 118,878,994.08 85,255,577.14 132,431,06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63,537.25 10,721,166.85 -9,714,527.06 16,645,36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85,252.06 10,673,493.97 -11,216,947.23 15,854,36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4,035.47 -1,740,617.00 -21,901,602.81 52,483,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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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mp;app_id=0&amp;c=news&amp;cf=1001&amp;ch=0&amp;di=128&amp;fv=20&amp;is_app=0&amp;jk=5fc98d366717d24&amp;k=%CD%A8%D0%C5&amp;k0=%CD%A8%D0%C5&amp;kdi0=0&amp;luki=7&amp;mcpm=0&amp;n=10&amp;p=baidu&amp;q=01032019_cpr&amp;rb=0&amp;rs=1&amp;seller_id=1&amp;sid=247d7166d398fc05&amp;ssp2=1&amp;stid=9&amp;t=tpclicked3_hc&amp;td=2085334&amp;tu=u2085334&amp;u=http%3A%2F%2Fwww%2Echyxx%2Ecom%2Findustry%2F201507%2F327315%2Ehtml&amp;ur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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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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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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宪民 境内自然人 31.91% 42,759,034 32,069,275 质押 28,650,000 

裴军 境内自然人 5.57% 7,468,324 5,976,243   

孙健 境内自然人 4.19% 5,615,360 0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8% 2,525,032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9% 1,999,927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2% 1,500,000 0   

齐舰 境内自然人 1.01% 1,348,344 1,011,258   

鹏华资产－招

商银行－鹏华

资产锐进 5 期

源乐晟全球成

长配置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96% 1,289,383 0   

陈伟 境内自然人 0.92% 1,232,938 924,703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移动

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1,116,49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公司股东孟宪民、孙健、裴军、陈伟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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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行业发展突飞猛进，移动互联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消费习惯正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行业竞争

愈发激烈。在此背景下，为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继续致力于将移动互联网与传统实体商业的融合创新，加快推进业务转

型，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公司2015年度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488.0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8.84%；营业利润-440.5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5.04%；利

润总额79.4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1.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58.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46%。 

    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之一移动信息产品销售业务仍处于库存商品结构的优化调整中，报告期持续

盈利的产品较少；而在移动信息产品的整体应用服务方面，公司移动信息化视频业务受合作方(央视和中国移动)续签合同政

策影响，分成比例下降较大，此类业务对公司报告期的收入贡献较去年同期也减少较大。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下降的原因由

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因股权处置产生的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而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主要来源于公司

投资的安徽省赛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带来经营性投资收益约1000万元，另外报告期内公司确认了部分政府补贴，对

2015年度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二）公司2015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个人移动信息终端销售量同比下降50.04%，主要原因为公司受移动运营商销售政策的影响，面对运营商

销售的个人移动终端销售量下降较多。为此，公司积极调整现有库存产品结构，加快商品的更新频率和周转，使得库存商品

营业成本较去年下降32.50%。而新产品模式仍处于探索期，暂未显现新的盈利增长点。  

面对公司传统业务的饱和，公司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调整现有业务结构的同时，严格控制营业成本，确保经营效益，

积极谋求拓展其他业务领域。近年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金融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和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2015年4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0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北京十方互联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分享互联网及传媒行业发展带来的收益。2015年8月，公司签署投资北京恒盛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份的

协议，成为恒盛通的控股股东，2016年1月，考虑到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长远布局，公司继续收购恒盛通另一股东伯儒文化

100%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恒盛通100%股权。2015年底，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

式收购东方梦幻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东方梦幻业务范围囊括了从全CG及VR虚拟现实内容制作到IP运营全产业

链，未来拟形成全CG内容服务为核心及IP运营为本质的泛娱乐产业服务。通过以上投资，公司将利用现有移动商业信息服

务分发平台渠道的技术优势，以及与中国移动咪咕视讯4G视频直播中心的运营合作关系和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手机视频

内容合作关系，实现传统商业和互联网的跨界融合。进一步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和利润来源，夯实公司“互联网+”业务基础，

形成以主业为依托的综合经营格局，推动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要求。 

    （三）资本运作情况 

2014年12月，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易视腾科技有限公司91.3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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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先后发布了重组预案和草案，2015年7月，中国证监会未审核通过公司收购易视腾事项。2015年11月，公司再次因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司以更审慎的态度筛选并购投资对象，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东方梦幻文化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100%股权。东方梦幻主营业务为基于IP内容的全CG影视及动漫内容制作、虚拟现实影视及体验内容制作、小型儿童动

漫主题场馆和动漫嘉年华的组织、相关IP的商业运营及市场开发。截止目前，本次重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已披露

本次重组交易预案，尚需取得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正式报告书以及中国证监会的审批。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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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移动信息终

端集成销售服务 
373,692,829.05 88,556,467.81 23.70% -30.95% -26.00% 7.17% 

个人移动信息业

务销售服务 
25,173,324.39 18,585,422.96 73.83% -21.02% -22.98% -2.48% 

行业移动信息产

品集成销售服务 
13,962,679.74 2,998,161.84 21.47% -23.68% 149.82% 227.33% 

行业移动信息化

业务运营 
58,877,545.04 52,272,653.94 88.78% -18.19% -7.82%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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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期减少28.84%，主要系是因为公司传统业务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期减少33%，主要系公司传统业务收入下滑导致成本相应下降，部分个人移动信息业务因业务市场逐

步成熟，其成本也有所降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期增加23.24%，主要是因为公司虽然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但由于加强

了经营管理，营业和管理费用同时也大幅度降低，因此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期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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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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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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