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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公告编号：2016-013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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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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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明 副董事长 工作原因 汪军民 

王秉科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江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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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51,878,44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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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股。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桑达 A 股票代码 0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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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彦 李红梅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

大厦 15－17 层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

大厦 15－17 层 

传真 0755-86316006 0755-86316006 

电话 0755-86316073 0755-86316073 

电子信箱 sed@sedind.com sed@sedind.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分为电子信息产业、电子商贸服务业及房地产业。2015年重组完成后，增加电子物流服务业。 

1、电子信息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主要包括铁路GSM-R通信产业、LED照明产业、绿色能源产业及商业智能终端产业。 

公司专注于铁路行业通讯和控制领域，提供专用的通讯、控制设备及服务，是全球重要、中国最大的面向高速铁路新一

代移动通讯GSM-R系统的终端供应商。主要经营模式是自主研发GSM-R终端产品和提供相应的服务，采购采用传统模式，

生产实施外协生产管理模式，销售采取直销模式，即经过招投标，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新建铁路的集成商以及全国各铁路局。

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调整规划（2008）》，计划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公里以上，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均

达到60％，运输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目前，铁路GSM-R移动通信

网在中国覆盖约3万公里铁路；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调整规划》的发展需要，以及目前我国铁路客货运输的发展规模，预计

我国GSM-R铁路移动通信网的发展规模将会位居世界第一位。这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在LED照明产业方面，公司正由传统的承接国外客户OEM、ODM代工业务模式向提供以智能照明、智慧交通和平安城

市为主要内容的智慧城市应用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转型。目前主要通过参与政府或其他机构公开发布的招投标活动，自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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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飞利浦等品牌灯具，通过EMC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实施国内市场的智慧照明改造工程。公司已与国内大型EMC公司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2010年以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投资保持年均14%左右的增速，加上未来智慧城市的大范围落地，行业投

资增速将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呈良性发展态势。公司将依托飞利浦品牌优势，成为一家在中国领先的以智能照明为基础的

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和运营商。 

在绿色能源产业方面，公司根据客户需求研发、生产LED驱动电源系列产品，用于通信、储能及电动车领域的BMS锂

电管理系统产品以及光伏并网逆变器产品。绿色能源产业正处于成长初期，随着智慧城市、新能源概念的提出，市场需求将

持续增加，尤其在国内由于技术和性能还不够成熟，发展潜力巨大。 

公司研发、生产、销售自主品牌的商业收款机及商业智能终端产品，是行业奠基人之一，产品遍布全国各地，在业内屡

获褒奖。公司自行承担产品研发和生产工作，采用传统采购模式，产品主要通过全国各地的代理商进行分销，并针对大客户

提供产品定制和直销。近年来电子商务和经济低迷对传统实体商店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传统收款机市场已进入成熟期。公司

积极拓展新的方向，不断完善覆盖全国的服务体系，深挖客户需求，在IT技术综合运维业务、提供智慧商业整体解决方案等

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加快转型升级。 

2、电子物流服务业 

公司主要面向电子制造行业及有精密运输需求的客户，提供国际货运代理、传统物流(仓储、运输）、工厂物流、产业

物流、国内分拨配送、供应链一体化、保税物流、通关及保险等全方位服务。公司物流业主要采用传统采购模式及重点客户

销售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物流一体化服务。在国内陆运业务方面，目前已构建了全国性的多区域分拨配送中心。国际货

代业务方面，已在北京、天津、上海、大连、武汉、珠海设有保税中心，可向海内外客户提供国际贸易、保税仓储、物流配

送、保税工厂、产品维修、商品展示等全方位服务。2015年，神彩物流顺利取得交通部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一级资质，也

是深圳市唯一一级资质企业。总体上看，我国物流业已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但是，物流业发展总体水平还不高，发展方

式比较粗放，还处于行业成长期。顺应“十三五”规划对交通物流发展的新要求，未来物流行业的发展将更加蓬勃。 

3、电子商贸服务业 

公司通过电子商务及实体卖场渠道销售飞利浦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目前的智能手机行业已逐渐步入成熟期，仅有廉价

智能机市场在增长，竞争状况和用户特点比较清楚，技术上难以实现重大突破，行业盈利能力下降。应对这一影响，公司不

断加大电商投入，争取其他品牌手机代理资源，积极寻找和拓展其它业务及合作，谋求互联网+环境下新的业务模式。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公司主要通过与国内不同地区的产品制造商合作，为其代理产品出口业务。此外，还自行拓展市场

资源，根据国外客户或国内供应商的需求，为其在国内采购合适的产品或在国外寻求合适的客户，并开展进出口业务。近年

来全球市场需求萎靡、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工制造业梯度转移，未来一般贸易出口难以

有大幅增长。公司进出口部门将加快业务转型，谋求由普通的产品类进出口商转型为海外工程承包商，最终成为公司海外业

务部，带动公司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4、房地产业 

目前公司开发的无锡惠山区“沁春园”项目已基本售罄，仅余尾盘。该项目完成后，无锡房地产公司将不再进行房地产开

发。 

位于华强北繁华商圈的中联项目，是公司主导的旧改项目。依托深圳城市更新规划，公司通过招标活动遴选拆迁、设计、

施工、销售等专业机构，在原地块重新建成集商业、办公和公寓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重地，国际化程

度高、人口流动大，长居国内一线城市，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表现活跃，仍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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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970,057,505.83 1,440,909,150.04 3,070,822,903.60 -35.85% 1,625,440,937.16 2,600,274,17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54,591,453.76 21,841,239.07 99,782,787.05 -45.29% 8,486,832.03 69,568,25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7,925,584.04 -13,516,642.38 -13,516,642.38 
减少

24,408,941.66 
3,092,890.16 3,092,8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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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334,847,038.62 62,757,357.49 78,043,899.68 329.05% -54,597,517.99 -62,768,099.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09 0.28 -45.29% 0.04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09 0.28 -45.29% 0.04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8% 2.47% 7.68% 

下降 3.7 个百

分点 
0.94% 5.60%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125,737,187.65 1,424,272,124.09 2,766,920,133.14 -23.17% 1,501,408,866.53 2,055,790,81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元） 
1,379,754,684.05 891,535,849.33 1,349,816,354.96 2.22% 876,744,908.73 1,252,846,773.76 

说明：根据本公司 2014 年 11 月 13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2015 年 5 月 14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2015

年 6 月 16 日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763 号）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份发行股份购买了深圳神彩物流有限公司、捷达国际运输有限公

司、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使其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由于上述交易属

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编制比较财务报表时，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的有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合并

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54,606,296.59 447,777,396.67 460,205,215.30 507,468,59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80,715.17 10,057,887.52 19,423,073.30 -4,370,22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172.04 -7,605,296.11 150,075.58 -30,707,53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18,576.36 -18,830,271.97 35,059,883.15 296,056,3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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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根据本公司2014年11

月13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2015年5月14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2015年6月16日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深圳市

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763号）核准，

公司于2015年12月份发行股份购买了深圳神彩物流有限公司、捷达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使其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原则，在编制合并报表

时，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因此，上述财务指标了包含这三家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已披露的季度

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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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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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4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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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8% 173,048,665 75,198,800 

无质押或冻

结 
0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

司 
国有法人 9.09% 31,992,698 31,992,698 

无质押或冻

结 
0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8% 9,415,142 0 

无质押或冻

结 
0 

吴安 境内自然人 1.14% 4,024,500 0 
无质押或冻

结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8% 3,447,312 0 
无质押或冻

结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9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3,013,641 0 
无质押或冻

结 
0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3,002,100 0 

无质押或冻

结 
0 

吴绮绯 境内自然人 0.74% 2,605,000 0 
无质押或冻

结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

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2,120,100 0 

无质押或冻

结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中海聚发－新股

约定申购 3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1,864,924 0 
无质押或冻

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间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吴绮绯通过信用交易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6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0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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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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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转型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公司经营班子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一方面着力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另一方面对现有业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稳妥进行企业清理整合。智慧照明和智慧商业业务稳定的发展，电源业务迈向

新的方向，进出口业务加快转型，铁路通信和电子物流业务平稳引入，公司战略转型已见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70亿元，比上年同期重组前增长36.71%；但因公司主动压缩了利润较低的进出口业

务规模，同时无锡沁春园房地产项目本年进入尾盘销售期，成交额也较往年大幅减少，公司营业收入与上年调整后金额

相比下降35.85%。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8,279.48万元，比上年同期重组前增长170.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5,459.15万元，比上年同期重组前增长149.94%；但因本报告期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发生的各项中介费用均计入

当期损益，同时公司及各下属单位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较大，公司利润总额与上年调整后金额相比下降36.3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调整后金额相比下降45.29%。 

2、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1）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力度加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a.无线通讯公司巩固了在GSM-R手持终端国内市场的地位，连续七年市场份额保持第一。成功中标郑徐客运专线GSM-R 

手持终端项目；中标东北第一条线路最长的高寒电气化改造铁路——“三通 ”（通大、通四、通霍）电气化改造项目。在海

外新产品和新市场区域开拓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根据国外客户需求开发的新产品OPS调度台，经过了多次测试和长期试用，

取得了德国铁路正式采购订单；在奥地利铁路OPS招标项目中以第一名排名预中标；在波兰铁路和丹麦铁路也实现了产品销

售。 

b.狠抓电源业务整合，重新明确国际电源公司战略定位。报告期内，国际电源公司一方面积极完成了内部业务的整合。

另一方面加大市场开拓，积极稳定现有ODM业务，OSRAM、QVI、PHILIPS等客户订单实现大幅增长，国内BMS订单增加；

同时围绕“以直流供电系统和分布式微电网产品为重点”新的发展定位，积极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并取得重要突破，成功中标

深圳地铁11号线LED照明设备采购项目；积极培育太阳能新能源业务，签订海军离岛太阳能供电系统项目。 

c.中电桑飞公司发挥飞利浦品牌优势，大力开拓国内智慧照明市场，签订上海路灯智能照明项目及福州、佛山、深圳等

地的3个单体智能照明亮化工程。与上海普天、中广核等国内大型EMC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中电桑飞重新梳理企业发展

定位及商业模式，确认了目前阶段以EMC业务为主的战略方向，并向飞利浦争取到人民币1.05亿元授信支持，为后续市场开

拓奠定了基础。 

d.商用公司加快从传统POS制造商向智慧商业整体方案解决商转型并初见成效。运维服务方面，中标并签订了国内多家

大型商超的运维外包项目。智慧商业方面，推出桑达网络电子货架、自助购物终端和自助发卡机等自助终端产品，并成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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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多家大型商超批量上线使用，销量同比大幅增长4.2倍。同时，商用公司研发推出多款POS新品，SED8600触摸式POS机

首次在餐饮行业实现应用，税控机升级改造项目通过税务总局联调。 

（2）电子物流业全力拓展市场，不断创新业务模式。 

a.神彩物流公司升级运输业务，实现了向国内长线、向境外两个转型，开发了两条大环线的国内运输业务和越南往返国

内的海陆多式联运业务；开展了LCD包装材料回收业务，全国性的回收网络初步搭建完成，收-集-洗链条全部打通；创新供

应链业务，开发了针对建材客户的动态仓模式和土耳其石材进口供应链一体化模式；工厂物流外包业务再下一城，取得了中

兴通讯深圳基地的工厂物流业务。 

b.捷达公司奋力开拓市场，与日本通运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共同开发精密运输市场。公司在项目开发方面呈现新的亮点，

全面承揽了华星光电T2项目实验线的物流运输、中标了重庆京东方B8项目成品陆运、中标了华星光电T2项目二标段的韩国

线物流业务。 

（3）电子商贸产业难中求进，积极谋求逆境突围。 

a.汇通公司大力推进由传统手机渠道分销商向电子商务转型，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大电商投入，搭建了飞

利浦官方旗舰商城（微信平台）、桑达数码旗舰店（京东平台）、桑达生活馆（微信公众号）等多个线上营销平台。争取华

为、魅族两大品牌手机的线上代理资源，完成了手机定制项目，形成了以手机产品为主导，移动电源、手机配件等手机周边

产品及其他产品为补充的多个产品系列。积极尝试自媒体运营等多种营销模式，开展品牌推广、粉丝运营及商品销售。此外，

汇通公司积极寻找和拓展其它业务及合作，谋求互联网+环境下新的业务模式。 

b.进出口部加快由一般贸易向海外工程承包商转型，着力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积极扩大LED照明产品等自营产品比重，

继续发展优势代理项目，大幅压缩微利项目，有效规避经营风险，促进外贸业务的提质增效。顺应国家战略和转型发展的内

在需求，积极开拓非洲业务。 

（4）房地产在售项目加快清盘，物业租赁价值显著提升。 

a.无锡富达房地产公司积极克服沁春园项目尾盘销售难度大、周边新楼盘竞争激烈等困难，采取灵活销售策略加快项目

清盘。无锡房地产公司下一步将积极做好退出准备工作。 

b.中联公司专注城市更新项目。加强与规划国土部门的沟通，完成项目规划调整工作。针对不同类型业主诉求，采取灵

活谈判策略，精心推进项目拆迁谈判工作，完成约80%的拆迁谈判任务，为项目尽早开工夯实了基础。 

c.公司想方设法深入挖潜科技园物业资源，报告期内完成了桑达科技大厦二层装修改造及园区内停车位改造，房屋租赁

面积和停车位数量得到了提升。完成二、三号厂房部分物业的整体招租，物业租赁价值得到较大提升。通过一系列挖潜措施，

今年物业租赁收入比上年大幅增长29%。 

（5）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取得成功，资本运作助力产业发展再结硕果。 

本次重组选择了业务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较高的，且能够与公司已有业务形成协同效应的优质资产进行注入。无线通讯

是高速铁路新一代移动通讯GSM-R系统终端的供应商，是中国电子智慧城市业务的重要载体，神彩物流及捷达公司为专业

仓储物流服务商。以上资产注入公司后，公司可以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和影响力，推动注入资产的发展，做大做强现代信息

服务业务。 

本次重组是进行有效资源整合重组，引入铁路GSM-R通信产业及电子物流产业，显著提升了公司资产价值，优化产业

结构，大幅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为公司转型发展增添强劲动力。重组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拓展为包括电子制造、商贸、

物流服务等在内的一体化现代电子信息服务业务，有利于公司产业转型，拓展公司供应链，打造完整产业链，促进已有业务

发展，加快智慧城市业务发展。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119,014,125股，上市首日为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已由2.3亿股增加到3.5亿股，

公司市值大幅提升，资产价值大为改观。 

（6）积极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努力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一是大力调整优化存量业务。积极引导和推动所属企业理清转型发展思路，加快战略转型，积极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国际电源公司积极拓展城市轨道交通照明业务和太阳能新能源项目，中标深圳地铁11号线LED照明设备采购项目，签订海军

离岛太阳能供电系统项目、天大求实及国网电科院等项目。中电桑飞公司积极拓展智慧照明EMC项目，完成北京、上海、

福建、佛山、深圳等地多个节能照明项目。商用公司积极研发智能手持终端等商用智能产品，中标多个运维项目和智慧商业

项目，加快向智慧商业整体方案解决商转型。汇通公司全面进军互联网经济，搭建多个线上营销平台，形成多品牌、多系列

的代理产品格局，采取多种新兴营销手段，努力做大业务规模。进出口部加快由普通产品进出口商向海外工程承包商转型，

达成并有望实现西非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太阳能LED照明项目合作。 

二是公司围绕产业优化布局和产业链延伸，积极寻找适合公司产业发展的并购重组对象，一年来，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

门、单位与相关行业的一批优质企业、优秀项目进行了多次接洽，寻找合作机会，着力拓展公司产业发展空间。 

（7）积极稳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梳理公司业务，清理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企业。 

3、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信息服务业为主轴，以智慧产业（智慧照明、智慧商业、铁路通信产业）、现代物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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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抓手进行产业布局。发挥央企优势，专注于政府及行业市场，以自主创新和产业并购为手段，加快创新和改革步伐，打

造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健康、可持续、快速发展。 

2）2016 年公司经营计划 

（1）加快推进存量业务转型 

智慧产业方面，巩固国内铁路 GSM-R 市场的领先地位，加强 GSM-R 海外市场开拓；开拓国内智能照明直流供电系统

市场，发展分布式微电网产业（离网或并网的光伏微电网）；积极发展 EMC 业务，快速做大智慧照明产业，加强智慧照明

应用管理，拓展增值业务。完善智慧商业产品，整合行业应用资源，进一步拓展市场渠道，重点关注餐饮、宾馆、福彩体彩、

邮政、化妆品、烟草行业等行业客户，力求在市场需求较为庞大的餐饮业、专营专卖业以及便利店取得实质性突破，推出各

种行业的定制化机型及软硬件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拓展运维服务项目，加快形成提供智慧商业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 

海外工程方面，尽早落实与几内亚比绍太阳能路灯项目合同的融资项目，实现年内供货与安装，建好桑达太阳能路灯在

非洲的优质样板工程，同时积极拓展新的符合公司产品结构的海外工程承包业务。 

物流板块方面，制定公司物流板块发展规划；加快神彩物流及捷达公司两家物流企业的融合发展；重点开拓国际货运（一

带一路）跨境电商货运业务。 

城市更新业务方面，全力推进中联项目。 

（2）探索机制变革，激发企业活力 

围绕公司市场化、实体化发展方向，探索实施机制变革，研究、改革公司绩效考核、薪酬管理体系及组织架构，研究公

司中长期激励办法，重塑和公司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企业文化。 

（3）积极发展，寻找新的并购机会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积极寻找新的并购对象，以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 

3）公司可能面对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1）公司铁路 GSM-R 通信业存在依赖国家铁路投资进度的风险，行业新的竞争者也会带来一定风险。智慧照明业务

项目数量较少，运营周期长，市场竞争激烈。绿色能源业转型发展进展较慢，所属企业实现扭亏需要一定时间。 

（2）电子物流业还未形成足够的规模，物流网络覆盖范围有限，行业竞争激烈，此外还与宏观经济景气程度密切相关。 

（3）电子商贸业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受到电子商务等影响业务增长缓慢。进出口业务整体盈利能力依然较低。 

（4）公司在战略实施执行力、激励机制、产业组织方式和人才储备等诸多方面仍有不足。 

为此，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进一步转变思想，加快开展公司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加快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激发企业发

展活力。 

（2）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加强科研投入，创新商业模式，践行降本增效，推动制造业生产基地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提

高原有产业盈利能力，促进产业快速转型。 

（3）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优势，与战略新兴产业开展合作，进一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4、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适用 □不适用  

本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新增高速铁路移动通讯 GSM-R 系统终端业务以及专业仓储物流业务，公司主营业务将拓展为

包括电子制造、电子商贸、电子物流服务等在内的一体化现代电子信息服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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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产品 230,664,612.18 144,329,232.42 37.43% -8.07% -2.49% -3.59% 

电子设备 70,672,901.03 53,816,019.55 23.85% -25.59% -29.64% 4.39% 

商品房销售 51,310,178.00 34,221,660.98 33.30% -52.08% -44.44% -9.18% 

商品贸易 648,335,601.38 614,151,697.77 5.27% -33.86% -34.92% 1.55% 

物业租赁 68,399,334.06 17,093,218.87 75.01% 8.62% -6.11% 3.92% 

供应链一体化 494,229,280.63 483,787,441.13 2.11% -57.26% -57.46%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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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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运输 304,569,100.79 250,270,858.73 17.83% -3.43% -2.96% -0.40% 

仓储装卸 73,150,483.52 69,871,594.26 4.48% 2.70% 9.51% -5.94% 

其他 28,726,014.24 18,530,176.45 35.49% -9.05% 14.32% -13.18% 

6、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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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5.85%，主要为本期公司进出口贸易以及公司之子公司捷达公司供应链业务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38.09%，主要为本期营业收入下降，相应的营业成本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45.29%，主要为本期营业收入下降，相应的收益减少以及本期计提的

减值准备金额高于上年所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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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由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并入深圳市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捷达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深圳神彩物流有限公司，同

时处置了子公司深圳市桑达电子产品维修有限公司。具体见财务报表附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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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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