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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7                           证券简称：蓝晓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8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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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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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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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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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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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晓科技 股票代码 30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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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 王亚斌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 72 号天泽大厦四

层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72号天泽大厦四层 

传真 029-88453538 029-88453538 

电话 029-88445729 029-88445729 

电子信箱 pub@sunresin.com pub@sunresin.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材料，并提供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提供的吸附分离树脂在下游用户的工艺流程中发挥独特的选择性吸附、分离和纯化等功

能，广泛应用于贵金属、制药、食品加工、环保、化工和工业水处理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通过深入细致地研究下游应用领域的技术、工艺发展状况，结合重

点应用领域用户的需求，研发和提供吸附分离树脂、工艺和应用技术,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并不

断进行产业应用，继续保持了国内新兴应用领域跨度最大的吸附分离技术和产品供应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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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不断深化经营模式转变,强化从产品、工艺到分离纯化设备的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能

力,拓展吸附分离技术向材料、工艺、装置集成解决方案发展的全新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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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373,404.92 286,037,979.88 3.26% 254,176,83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53,605.50 59,703,510.89 -14.82% 62,032,05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508,480.96 58,090,126.99 -21.66% 57,977,19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49,434.44 26,546,255.89 -6.39% 72,600,575.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1.00 -27.00% 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1.00 -27.00% 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0% 16.57% -6.97% 20.07%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808,850,542.07 476,578,508.56 69.72% 437,377,75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9,934,463.10 384,476,478.66 76.85% 335,938,7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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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52,441.43 75,853,924.22 53,229,754.36 91,937,28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22,631.97 13,102,892.69 9,436,467.06 12,891,6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33,451.97 12,796,025.69 8,900,477.46 10,778,525.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63,964.95 -13,505,108.77 19,940,257.89 34,478,2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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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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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晓康 境内自然人 25.80% 20,640,000 20,640,000   

田晓军 境内自然人 19.35% 15,480,000 15,480,000   

高月静 境内自然人 13.65% 10,920,000 10,920,000   

深圳鹏博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8% 2,940,000 2,940,000   

北京瀚天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5% 2,760,000 2,760,000 冻结 2,200,000 

苏碧梧 境内自然人 3.23% 2,580,000 2,580,000   

关利敏 境内自然人 3.23% 2,580,000 2,580,000   

华夏君悦（天

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5% 1,080,000 1,080,000   

顾向群 境内自然人 1.28% 1,020,000 1,020,000   

徐寿高 境内自然人 0.25% 203,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寇晓康先生、高月静女士系夫妻关系，构成关联方及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曾知悉其他股东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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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艰难的经营形势，公司员工

齐心协力，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拓展新应

用领域，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源动力。同时公司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加强

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确保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稳定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5亿元，同比上升3.26%；实际发生营业成本1.87亿元，

同比上升6.20%；实现营业利润5,534.72万元，同比下降18.12%；实现利润总额5,848.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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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15.56%；实现净利润5,083.36万元，同比下降14.82%；主要是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

产品下游应用领域的需求波动，公司收入增长幅度较低，产品结构变动导致产品毛利率总体

下降了1.75个百分点，同时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比分别上升了41.55%和25.70%。报告期资

产总额8.09亿元，同比增加69.72%，主要是由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增加；经营性现金流

净额2484.94万元，同比下降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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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树脂 274,631,458.54 171,085,857.71 37.70% 12.67% 11.04% 0.16% 

系统装置 20,515,672.79 13,517,198.99 34.11% -24.52% -11.52%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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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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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发生变动的情况说明，详见本节“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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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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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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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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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月静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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