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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2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6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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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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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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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66,54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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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轮股份 股票代码 00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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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九辉 潘黎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 6 号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 6 号  

传真 0513-80776886  0513-80776886  

电话 0513-80776888  0513-80776888  

电子信箱 stock@geron-china.com stock@geron-china.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一次重大资产重组，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100%股

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次重组事项已完成了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本次重组完成后，金轮股份的主营业务由纺织梳理

器材和不锈钢装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两大板块组成。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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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业一：生产销售各类纺织梳理器材，主要产品包括：金属针布、弹性盖板针布、带条针布、固定盖板针布、预分梳

板、分梳辊、整体锡林和顶梳等，纺织梳理器材是纺织机械的关键专用基础件。纺织梳理器材广泛应用于纺织行业的各个领

域以及其他相关行业。 

②主业二：生产销售各类不锈钢装饰材料板，主要产品包括：铬镍钼不锈钢(俗称300系)和铬系不锈钢(俗称400系)材质

为主的油性不锈钢短丝板、油性不锈钢长丝板、表面镜面不锈钢装饰材料板、表面蚀刻不锈钢板装饰板、表面真空镀钛不锈

钢装饰材料板等。上述装饰板主要应用于电梯装潢、高档家电面板、厨房及卫生间用品、楼宇室内外装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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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559,448.07 397,922,948.20 33.33% 412,601,07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592,079.33 33,941,148.83 81.47% 48,279,44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964,820.43 30,344,346.60 100.91% 46,289,69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623,729.23 53,790,487.86 25.72% 46,998,66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26 76.92%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26 76.92%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1% 6.45% 4.16% 14.6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098,435,803.98 738,020,091.19 184.33% 644,507,18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5,029,695.41 555,844,879.14 111.40% 350,978,3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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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14,695.83 124,668,119.61 117,338,467.18 201,038,16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84,852.92 19,897,590.88 15,676,396.55 17,233,23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94,825.45 20,009,144.52 15,640,808.20 16,420,042.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63,860.05 44,429,916.78 7,449,657.01 18,708,0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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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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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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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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海投资江苏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72% 63,256,546 63,256,546 质押 22,973,463 

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5.76% 25,101,804 25,101,804   

朱善忠 境内自然人 9.48% 15,101,423 15,101,423   

朱善兵 境内自然人 3.16% 5,033,807 5,033,807   

洪亮 境内自然人 3.16% 5,033,807 5,033,807   

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睿进 5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8% 4,266,417 0   

金轮科创股份

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1,547,08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0% 1,282,000 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中

融－融钰雅韵

34 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779,302 0   

黄希贵 境内自然人 0.40% 632,55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蓝海投资江苏有限公司和股东安富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实际

控制人(陆挺)控制，股东朱善忠、朱善兵、洪亮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其他股东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情况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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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按照外延式扩张和内涵式增长并重的发展思路，梳理和确立了公司新的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和

发展战略，将母公司经营范围调整为产业投资为主，未来的发展目标和路径更清晰，公司以全新姿态续写二次创业的新篇章。 

公司原有主业纺织梳理器材的市场容量相对较小，要想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快速提升公司价值，必须谋求外延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不仅成功收购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还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为迎接更多外延式发展机会做准备，

另外与杭州精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公司沿着外向型发展方向稳

步推进。同时，公司深入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和有效性不断改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促进

了公司的内涵式增长。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055.9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3.33%；营业利润 7,904.0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90.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59.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1.47%。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上升、

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导致销售毛利率上升、财务费用下降以及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份的利润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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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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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针布 224,276,819.37 120,025,531.22 53.52% 8.06% 21.90%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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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盖板 87,786,567.89 32,615,008.61 37.15% 9.55% 25.93% 4.83% 

不锈钢装饰板 88,547,646.16 11,271,900.76 12.73%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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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达装饰2015年12月纳入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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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详见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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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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