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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0               证券简称：安控科技               公告编号：2016-069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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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

报告内容存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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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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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公司股

份总数 267,890,33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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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控科技 股票代码 30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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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卫红 聂荣欣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6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6 号楼 

传真 010-62979746 010-62979746 

电话 010-62971668 010-62971668 

电子信箱 songweihong@etrol.com nierongxin@etr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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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作为以自动化、信息化技术为核心的智慧产业解决方案及产品的提供商，在报告期内，

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自动化、油气服务、智慧产业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产品销售、整体解

决方案和运维及服务。 

1、自动化业务 

作为自动化领域创新产品和行业智慧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自动化产品在研发、生产、

销售、系统集成和技术服务上精益求精，在石油天然气、城市燃气、供热、水务等行业稳步

增速发展。报告期内，公司 RTU 产品在中石化油气生产信息化项目招标中评标排名第一，将

获得中石化 50%或以上的市场份额，巩固了公司 RTU 产品的行业地位；另外，成功中标南水

北调-胜芳净水厂及配水管网工程自控系统，标志着公司自动化业务在水务行业取得突破。 

2、油气服务业务 

依托公司在油气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在提供井口、站控、管输等全方位油气田自动化

业务基础上，积极探索油气田上下游业务，开展了液压举升、随钻测量、油气撬装等油气装

备的研发制造和技术服务，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在传统油气服务业务的布局。报告期内，公司

通过收购北京泽天盛海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参股北京大漠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为打

造油田综合服务体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3、智慧产业业务 

公司利用在自动化、信息化技术领域的创新优势和业务整合能力，有选择的进入智能化

需求迫切且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有很大提升空间的领域，布局智慧产业。 

（1）报告期内，公司在河南郑州成立了郑州安控智慧粮库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与河南工

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粮情检测决策分析云平台联合研究室建设，进入粮食储

运信息化、智能化领域。同时，公司通过收购专业从事粮库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业务的郑州

鑫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求是嘉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完整的粮食仓储行业

智慧化信息应用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成功布局智慧粮库业务。 

（2）报告期内，公司原有环境业务稳步发展，并尝试参与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的智能化

改造项目，为客户提供综合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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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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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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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647,049.45 428,391,779.51 27.84% 337,790,94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162,555.32 55,749,866.87 43.79% 51,037,23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971,534.49 54,272,923.76 43.67% 51,269,84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7,835.41 -34,549,074.07 95.38% -20,717,880.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70 0.2313 41.37% 0.23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70 0.2313 41.37% 0.23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7% 13.89% 2.28% 23.2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542,109,279.42 897,669,525.07 71.79% 585,468,81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5,328,695.02 436,498,415.57 86.79% 243,840,6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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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6,636.36 131,742,135.66 128,529,447.21 271,948,83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25,143.26 -8,908,273.57 15,386,855.06 86,009,11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91,384.28 -9,722,935.73 14,223,927.79 85,761,92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70,530.82 -46,417,057.93 66,840,935.01 22,748,8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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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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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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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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凌 境内自然人 25.66% 68,733,730 68,733,730 质押 58,637,500 

董爱民 境内自然人 9.05% 24,250,064 18,893,822 质押 14,500,000 

林悦 境内自然人 4.86% 13,030,446 13,030,446   

北京鸿基大

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2% 12,912,550 10,492,125 质押 8,800,000 

北京鸿海清

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7% 6,093,100 5,331,375   

成波 境内自然人 1.57% 4,202,295 3,151,720 质押 1,265,000 

庄贵林 境外自然人 1.29% 3,467,600 3,125,700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泓德

优选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3% 3,020,608    

华融国际信

托有限责任

公司－华

融·盛世景新

策略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2% 3,000,000    

何意红 境内自然人 1.08% 2,894,4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鸿基大通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鸿海清科技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同为斯一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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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为在自动化、油气服务、智慧产业等领域为客户提供自主产品、解决方案

及服务。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54,764.70 万元，同比增加 27.84%，主要是因为公司加大了市

场拓展力度，自动化业务有了显著提升；并通过资本运作，完善了油气服务和智慧产业布局，

北京泽天盛海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郑州鑫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入并表，使得公司营业

收入大幅增加；营业成本 32,331.92 万元，同比增加 34.53%，主要是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而

增加，毛利率未发生明显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 3,353.70 万元，同比增加 16.23%，主要是因为工资及售后服务

费显著增加；但差旅费、交通费、汽车费等费用同比下降，反应了公司加强了市场管控，销

售效率有所提升。管理费用 7,256.91 万元，同比增加 19.76%，主要因为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显

著扩大，导致报告期管理费用有所增加；总体来看，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增长幅度均远低于

收入增长幅度，说明公司加强了全面预算和费用管控，起到了显著成效。财务费用 1,784.66

万元，同比增加 17.76%，主要系利息增加所致。研发投入金额 3,040.30 万元，同比增加 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16.26 万元，同比增加 43.79%，系收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159.78 万元同比上升 95.38%，主要是因为应

收账款催缴力度加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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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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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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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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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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设立取得方式成立陕西安控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安控联拓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安控联润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安控智慧粮库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支付现金对价方式收购姚海峰持有的郑州鑫胜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51%股权，自 2015 年 8 月股权转让完成之次月起，将鑫胜电子纳入合并范围；通过发行

股份方式收购林悦等持有的北京泽天盛海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自 2015 年 9 月

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将泽天盛海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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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