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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4                           证券简称：津膜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9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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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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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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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76,037,70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0 元人民币（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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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膜科技 股票代码 30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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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锴 环国兰 

办公地址 天津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60 号 天津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60 号 

传真 022-66230122 022-66230122 

电话 022-66230126 022-66230126 

电子信箱 IR@motimo.com.cn IR@motimo.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销售中空纤维膜、膜组件、    膜分离设备、水处理设备及相关产品；以上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进

出口、批发、零售（不设店铺）；提供商品检验、检测服务（不含进出口商品的检验鉴定）；提供相关的设计、安装及技术咨

询服务；提供水处理工程的设计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从事环保工程专业和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业务；

提供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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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620,370.14 524,495,475.66 15.28% 381,923,4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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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890,539.88 85,431,469.85 -38.09% 80,432,99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269,988.23 77,870,630.25 -59.84% 72,890,48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057,051.44 -103,958,255.47 -74.16% -36,019,726.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 0.33 -39.39%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 0.33 -39.39%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1% 10.43% -4.62% 10.7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118,284,910.77 1,249,363,160.26 69.55% 1,044,565,95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4,169,305.44 857,068,161.63 49.83% 780,336,6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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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81,909.84 98,151,544.38 138,397,501.96 252,489,41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81,168.53 10,740,320.33 1,952,489.50 34,416,56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57,084.64 9,431,084.16 -2,542,329.40 19,224,14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790,301.62 -63,846,031.88 -90,418,520.18 51,997,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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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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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膜天膜

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19% 64,004,465 0   

华益科技国

际（英属维尔

京群岛）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61% 43,090,000 0   

高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4% 39,300,000 0   

中国纺织工

业对外经济
国有法人 2.14% 5,9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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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作公

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泓德

泓富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2% 5,844,645 5,844,645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6% 2,916,300 0   

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9% 1,904,089 0   

李新民 
境内自然

人 
0.60% 1,647,500 1,235,625   

广发证券资

管－中国银

行－广发恒

定•定增宝 1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6% 1,545,475 1,545,475   

诺安基金－

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

托诺安基金

中证全指组

合 

其他 0.55% 1,510,90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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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公司积极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夯实发展基础。同时，借助资本力量，大胆开拓市场，着力

开发印染行业、工业园区项目，业务结构更加均衡，内部管理更加科学，实现了大客户、大项目的销售模

式，有效的促进了销售业绩的持续增长。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4,620,370.14元，同比增长15.28%；实现利润总额57,185,996.64元，

同比降低42.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2,890,539.88元，同比降低38.09% 。报告期内，公

司围绕发展战略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多模式开发工程及产品销售，完善内部管理体系，项目实施进展总体顺利 

公司大胆开展PPP、BOO等新型运营模式，承接了数个大型工程项目。随着大型项目的陆续实施，公司

进一步强化了市场营销体系建设，出台、完善一系列管理制度及流程。同时注重在实战中加强项目经理、

技术人才等的培养，积极启用年轻员工，继续完善项目经理负责制。通过加强团队合作意识，发挥个人特

点和整体优势，提高项目操作的成功率。 

公司针对产品销售存在的诸多问题，依托产品资源扶植客户市场开发，建立了“大客户云平台”，采

取客户带动客户的方式，并注入互联网思维，打造膜应用的广泛“朋友圈”，拉动膜产品销售，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2.科研工作成绩显著，公司获批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及院士专家工作站 

公司2015年新增科研项目3项。分别为天津市发改委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中空纤维纳滤膜组件及装

备”、天津市海洋局科技兴海项目“中空纤维纳滤膜制备技术及其产业化”和天津海水淡化所主持的国家

科技支撑项目“2万吨/日反渗透海水淡化成套装备研发及工程示范”。公司新申请发明专利3项，获授权发

明专利4项。公司获批科技部“膜材料与膜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行业内唯一拥有膜材料及膜应用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这是对公司多年来在膜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众多成绩的充分肯定，同时为公司搭建了

更高水平的研发平台。此外，公司成功申报了天津市科协组织评审的院士专家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的

建立进一步推进产学研合作的新形式，成为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新平台。同时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成功获

批天津市“青年科技优秀人才”和天津市“13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 

    3.多渠道融资，为公司重大工程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在各个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公司成功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1503.77万股，发行价每股人民币26.52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398,799,989.64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验资费用等）

14,149,385.71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384,650,603.93元。 

公司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总额不超过 3亿元人民币（含 3亿元）一年期短期融资券，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首期融资1.5亿元人民币。为公司在银行间交易市场上的再次融资提供了先

决条件，也积累了相关经验。 

    4.强化各部门基础管理工作，提高公司管理水平 

公司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加强财务内控建设，健全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提高管理透明与规范、

注重人才引进和培养、加强内审和法务等相关工作、重视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增加员工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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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处理工程 435,163,232.19 96,584,247.83 22.19% 15.29% -9.40% -6.05% 

膜产品销售 154,041,094.14 84,213,754.34 54.67% 11.51% -3.07%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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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服务 13,153,297.24 8,892,862.49 67.61% 64.36% 113.17%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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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期新设控股子公司东营膜天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乐陵市津膜星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2015年

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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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