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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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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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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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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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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通科技 股票代码 3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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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希 仰凯锋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张公路 19 号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张公路 19 号 

传真 0510-83709871 0510-83709871 

电话 0510-83709871 0510-83709871 

电子信箱 boton8011@126.com boton300031@126.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高强力橡胶输送生产及工业散货物料输送系统总包服务一体化提供商，公司专注于各类高强力橡胶输

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主要产品有各类钢丝绳芯输送带（防撕裂、超耐磨、煤矿用阻燃、钢网带等）、各类织物芯

输送带（煤矿用叠层阻燃、耐热、耐高温、防撕裂、耐油、耐酸碱等）以及各类特种输送带产品（环保节能带、芳纶带、花

纹带、挡边带、环形带、提升带等），公司现有产品与服务广泛应用于钢铁冶炼、建材水泥、能源矿山、港口码头、火力发

电等行业的工业散货物料输送。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对现有主业的升级，从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生产制造模式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供应商模式转

变，公司投资无锡宝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加速了公司由生产制造型企业向现代服务业型转型，进入工业散货物料输送

系统总包服务的蓝海市场，成为主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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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趋势和格局 

报告期内，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情况复杂多变，新兴经济体普遍增速下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公司输送

带制造与销售业务主要的下游行业低迷，市场需求不旺，输送带制造与销售业务本身供求关系的矛盾更加突出，愈加加剧了

国内市场的竞争。面对异常严峻的行业形势，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指导下，按照“稳中求进，提质量、

增效益；转型升级，求创新、谋幸福”的总体要求，攻坚克难、顽强拼搏，通过做精做强主营业务，保持了经营业绩的相对

稳定，夯实了企业的发展基础，企业综合竞争能力处于国内输送带行业第一梯队，并在“高、精、尖”特种输送带领域保持技

术领先；通过寻找布局新兴产业，培育了多个经济增长点，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后劲，公司实现了逆境中的平稳发展。 

目前，全球输送系统总包服务一体化提供商比较少。国内外目前较多的输送带的专业维护，一般专用配件的配套服务，

主要包括：输送带安装、更换、胶接、修补、辊筒包胶、清扫其更换等服务。随着市场竟争日趋激烈，输送系统总包服务的

推出不仅仅是帮下游客户节约成本，如今客户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单一一条输送线，而是需要效率更高、装置更加灵活、服务

更加专业的营运一体化解决方案，输送系统总包服务对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及企业获得竞争性的战略优势非常重要。宝通科技

作为专业输送带制造企业，一直立足于主业，培育了一大批钢铁冶炼、建材水泥、能源矿山、港口码头等忠诚客户，绝大部

分客户的输送系统存在系统能耗高、操作员不专业、机械自动化程度低、输送带使用年限短等问题。宝通科技控股宝通工程

后，通过运用先进的橡胶高分子分析配方生产技术，尤其在高端输送带产品类如耐高温、抗腐蚀、防老化、防撕裂、环保节

能等技术实现方面的显著优势，利用公司在输送系统优化设计、输送带研发、设计选型、接头专利等技术，结合宝通工程原

股东在输送系统总包服务项目方面积累的现场管理经验和维护技术力量，根据客户具体问题和特点，对项目客户现有的输送

系统进行改进及优化，设计策划“订制化”输送系统解决方案，后续提供全过程全天候的输送系统营运总包服务，为客户逐步

降低输送成本，提高输送效率，释放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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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820,351.56 502,450,641.60 -6.49% 561,008,96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298,235.68 73,581,194.35 -7.18% 102,146,18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049,812.74 70,144,334.01 -10.11% 98,870,056.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094,726.90 90,466,146.90 -46.84% 153,363,18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77 0.2453 -7.17% 0.34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77 0.2453 -7.17% 0.34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6% 9.13% -1.17% 13.4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041,397,027.11 987,579,462.74 5.45% 998,696,37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1,828,016.67 823,542,974.83 8.29% 794,928,4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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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80,207.86 106,975,449.21 112,969,143.96 118,395,55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56,127.34 17,022,738.14 17,228,129.74 11,791,24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647,045.24 16,633,767.48 17,040,654.26 8,728,34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69,975.77 30,441,416.75 -26,550,972.06 -165,6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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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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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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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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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志方 
境内自然

人 
30.07% 90,220,952 67,665,714 质押 46,450,000 

唐宇 
境内自然

人 
2.22% 6,662,952 4,997,214   

陈勇 
境内自然

人 
1.50% 4,490,962 4,490,962   

中国工商银

行－广发策

略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2% 3,349,827    

周立春 
境内自然

人 
1.07% 3,210,195    

中国建设银

行－银华核

心价值优选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7% 2,909,363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

主题领先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4% 2,828,001    

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3% 2,500,279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天博创新主

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3% 2,488,92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

整合驱动灵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3% 2,17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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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包志方先生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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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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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2015年度经营计划，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严峻的市场挑战，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积

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做好主营业务升级和兴新产业拓展，保持了发展的总体平稳。 

2015年度重点工作如下： 

1、技经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46,982.04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49%；营业利润为7,638.0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7.73%；利润总额为8,223.4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2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29.82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3049.81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11%。全年销售收入较去年相比略有

下降，利润总额同比也下降，但在公司差异化竞争、专精特发展的策略下公司毛利率基本持平。 

2、对外投资及合作 

（1）参股成立产业并购基金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已有资本平台优势，参与设立了产业并购基金“宝通辰韬产业并购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布局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的新兴产业资源，以提高经营效益为中心，适时调整和优化公司的经营模式，在巩固主营业务的基础上，投

资进入新兴产业，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报告期内，并购基金已完成对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汉

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博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的投资。 

（2）主业拓展升级、打造现代智慧工厂先进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借助投资控股无锡宝通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这一全国领先的从事输送带相关物料输送总包服务公司，

进军工业物料短程输送总包服务蓝海市场。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公司宝通工程及控股孙公司无锡宝强工业织造有限公司实现

了390.74万元的净利润。宝通工程未来将在澳大利亚及周边地区加大加快先进输送总包服务模式的投入，争取尽快产生更大

的效益，澳洲宝通输送系统服务有限公司跨入国际市场，成为中信泰富国际矿业（CPM）在澳洲的铁矿工厂开展多条物料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输送线的系统总包服务商，在行业和客户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公司力争在三年时间打造全新的宝通智慧工厂先进服务业态，

完成宝通科技主业产业升级的第一步。 

（3）推进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与易幻网络股东牛曼投资签署《购买资产协议书》，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牛曼投资持有

的易幻网络66.6578%股权（增资后），本次交易完成后，宝通科技将持有易幻网络70%股权，易幻网络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相关工作，公司已于2016年3月完成对易幻网络的资产过

户。未来公司将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增加移动游戏海外发行、运营业务，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实现跨越式多元化

发展。 

3、公司内部管理工作 

（1）内部管理实现新提升，转向精益化、精细化、定制化、人性化和文化管理，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完善采购、生产、

品质等各生产环节的管理，提高各部门协同性，提高了公司综合管理水平、员工专业执业技能、员工职业道德素养。 

（2）营销管理迈出新步伐，修订完善了《营销经理考核方案》，加大了营销经理自我管理、自我提升的考核比重，最大

限度调动营销经理的工作积极性，提高营销经理的执行力；制定发布了《新老客户信用评定流程》、《对货款逾期客户发货、

订货申请规定》、《招投标项目相关流程管理规定》、《对营销经理出差小结的要求》等管理文件，理顺了工作流程，明确了工

作标准；加大了营销经理的培训力度，全年共组织营销经理参加商务礼仪、法务知识、企业文化、输送系统总包、新产品介

绍等各级各类培训10余次；加强了营销目标的分解落实，销售、回笼指标月度反馈、月度分析、月度考核，改变了营销目标

推进无组织无计划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部分目标的完成。 

（3）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完成了阻燃节能输送带、芳纶阻燃输送带、蛇形输送带、耐烧蚀帆布芯输送带、耐高温管

状带和防粘附输送带等6个新产品开发，并落实生产和客户试用；高性能节能芳纶输送带制备技术及应用和煤矿用可弯曲叠

层阻燃输送带制备技术及应用2个项目取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科技成果鉴定；全年共申报专利22项，其中发明专

利20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获得授权专利5项，并有1项专利荣获无锡市专利奖优秀奖；全年共申报项目25项，其中国家级

项目2项、省市级项目23项，金属橡胶互穿网络式长寿命输送带制备关键技术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4）质量管理再上新台阶，公司成立了质量活动领导小组，开展了以“全生命周期质量成本最优”为主题的年度质量活

动。完成了《混炼胶原材料追溯管理办法》、《煤矿用钢丝绳芯阻燃输送带检验规范》等7个标准的拟定发布，质量管理规范

性进一步提升；引入了供应商考察机制，对重点产品供应商实施第二方审核，保证了供货质量的稳定；联合技术、生产等部

门，对工艺执行和工作纪律实施 “联合检查”24次，实现了质量共同管理、共同改善；举办了质量合理化建议征集，共收到

提案50余个，内容涉及产品、设备、工艺等各个方面；开展了QC成果发布会，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优秀QC小组

二等奖1个、三等奖2个；组织了质量知识竞赛和征文，提升了全员质量意识，提升了公司质量水平。 

（5）生产制造打开新局面，全年输送带产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根据生产的周期性波动，科学安排生产计划，积极

组织现场生产，为生产指标达成奠定了基础。在设备方面，更换了平板硫化机隔板，提高了成品直线度和厚度达标率；对四

辊压延机进行改造，满足了IW钢网带贴合成型要求；实施了四辊压延机与开炼机联合热炼供胶，达到了减员增效的目的。

在安全方面，对输送带车间成型工段所有车台卡盘加装了防护装置；对压延工段所有生产线急停装置和刹车线进行了梳理加

装；对硫化工段所有滚筒部门和炼胶车间堆胶岗位安装防护栏和盖板，安全生产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6）降本增效取得新突破，报告期内，管理费用预算制度更为有效实施，各部门成本意识显著增强，在资金的使用、

控制上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有力配合了财务管理部资金整体管控。 

（7）智慧工厂建设新标准，步入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引进了MES智能制造执行系统，对设计和工艺管理、生产

计划和备料过程管理、批次计划和配料任务下达、仓储和配送过程管理、生产现场及设备控制等五大环节进行数字化建设，

全力打造行业内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输送带制造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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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高热带 101,836,871.30 38,210,666.85 37.52% -30.46% -30.46% 2.26% 

聚酯带 74,757,656.85 20,035,074.22 26.80% -22.53% -22.53% 7.07% 

钢丝绳带 187,053,481.90 64,065,793.45 34.25% 37.56% 37.56%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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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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5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6户，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新增4家子公司。其中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增加一家，为宝通工程；因新设公司增加3家，分别为无锡宝通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中盛有限公司、宝通(澳洲)输送系统服

务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十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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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