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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8                               证券简称：腾邦国际                           公告编号：2016-012 

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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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本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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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480,6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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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邦国际 股票代码 30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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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凤 叶昌林 

办公地址 
中国深圳腾邦国际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福

田保税区桃花路 9 号腾邦集团大厦）5 楼 

中国深圳腾邦国际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福

田保税区桃花路 9 号腾邦集团大厦）5 楼 

传真 0755-83663222 0755-83663222 

电话 0755-83663222 0755-83663222 

电子信箱 tt@tempus.cn tt@tempus.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通过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专业商业服务解决方案，业务涵盖机票平台、旅游平台、差旅管理、互联网

金融服务四大板块。 

公司的机票业务以B2B分销为核心商业模式。报告期内，公司借助行业整合机遇加快收购兼并的步伐，积极推动平台升

级转型，实施多元化经营策略，将线上平台和线下渠道互动相结合，构建起稳固的营销网络，实现了机票市场份额的快速提

升。 

旅游业务方面，公司以与机票业务合作最为紧密的客户资源为核心，结合互联网金融和旅游产业链概念，向大旅游行业

进行拓展。通过欣欣旅游的并购，为公司注入旅游互联网基因，使得公司继续向旅游用户消费的纵向产业链延伸，形成了从

资源端到消费端，从组团到用户最终体验的立体化产业布局，已经形成腾邦大旅游生态圈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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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TMC业务是中国企业个性化出行服务领域的开创者与引领者，依据客户出行需求，在国际国内机票预订、酒店预

订、租车签证、旅游度假的基础上设计个性化出行服务产品，报告期内，TMC创新研发的费用报销系统投入使用，为企业

提供从预算到出行到费用报销的一站式差旅管理解决方案，协助企业对差旅活动进行整体规划和执行监控，优化差旅管理流

程，降低差旅管理成本并提高出行效率。截止目前，腾邦国际已经为超过5000家企业客户提供专业的差旅服务。 

公司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为产业链客户提供配套及综合金融服务，包括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P2P网贷保险经纪、征

信等，增加了商旅板块客户的粘性，庞大的机票商旅客户群亦为金融板块提供了重要的流量入口，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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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203,236.87 463,777,919.23 463,777,919.23 100.14% 357,025,617.79 357,025,61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5,514,439.79 129,859,812.52 124,209,834.13 17.15% 90,990,555.47 90,990,55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3,618,968.84 128,951,066.64 123,301,088.25 16.48% 88,653,466.01 88,653,466.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7,429,491.00 -249,176,545.35 -249,176,545.35 52.87% -52,692,158.24 -52,692,158.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4 0.23 17.39% 0.17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4 0.23 13.04% 0.17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6% 11.10% 10.68% 0.48% 8.38%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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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3,283,726,946.74 2,128,761,044.43 2,123,512,271.94 54.64% 1,397,219,373.97 1,397,219,37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83,455,660.46 1,239,014,027.17 1,233,364,048.78 12.17% 1,131,529,683.20 1,114,027,083.2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 日收到深圳市保税区地方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深地税保备〔2015〕第 34 号)，可依法享受

“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减免期限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4 年年度审计报告

按照上述税收优惠政策未计提企业所得税。在 2014 年所得税汇算清缴过程中，深圳市保税区地方税务局最终确认公司不属

于该减免范围。根据 2015 年 9 月 10 日深圳市精英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2014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报备

号码 240722015010030），2014 年公司企业所得税按照 15%的税率计算金额为 7,811,001.64 元，2014 年当年已预缴所得税额

8,733,954.49 元。2015 年 10 月 29 日深圳市保税区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科受理了该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并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退回公司退税款 922,952.85 元。因此公司根据深圳市保税区地方税务局实际收取的 2014 年度企业所得税金额调整前期

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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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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00,165.68 254,711,559.71 314,926,671.38 219,164,84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26,778.86 31,435,107.32 40,716,104.48 39,136,44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54,456.73 30,985,838.24 40,252,844.29 39,125,829.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18,559.69 -201,518,990.16 -95,399,352.69 197,507,4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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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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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邦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8% 177,100,000  质押 145,910,000 

华联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4% 54,082,630    

深圳市百胜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 16,500,000  质押 16,500,000 

段乃琦 境内自然人 2.38% 13,200,000 13,2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 12,303,9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 11,588,863    

顾军 境内自然人 0.78% 4,335,10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3,671,800    

华夏基金－农

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2,579,168    

中国工商银行

－天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2,528,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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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钟百胜持有深圳市百胜投资有限公司 28.5%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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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旅游×互联网×金融’，构建大旅游生态圈”的战略目标，严格执行年度经营计划，一方面夯实业务

基础，借外部环境变化加速生态圈建设，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机票分销领域的领先优势，持续强化各平台功能，整合线上线下

资源，加快推动向旅游相关业务的延展；一方面促进各业态、各地区形成合力，深化构筑以旅游为核心，以金融为依托的产

业生态圈；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旅游互联网金融业务布局，向全产业链发展和延伸，产品体系日益丰富，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稳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92,820.3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0.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14,551.4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15%。 

报告期内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深化“大旅游”版图布局，业务规模日渐成熟 



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公司2014年对欣欣旅游的战略并购是正式迈向万亿级旅游市场的重要标志，2015年，公司继续深化“大旅游”版图布局，

凭借自身战略优势及综合实力，先后完成对杭州泛美航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重庆新干线旅行社有限公司、青岛中翔国际

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达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北京鲲鹏之旅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的并购，随着区域龙头企业的加入，

为公司带来更丰富的产品资源及线下服务落地网络，同时又能与欣欣旅游平台实现资源对接与共享；进而，将公司金融元素

注入旅游交易各环节，形成交易闭环。通过对旅行社的并购，公司大旅游生态圈不仅在横向打通了资源端到用户端的通道，

更进一步延长了旅游消费者服务的纵向产业链，商业模式更加立体化。旅游业务板块收入将成为继机票代理佣金和金融服务

业务之后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2. 持续完善生态圈平台及系统功能，发挥互联网乘数效应 

报告期内，公司在拓展线下服务网点的同时，也不断完善线上平台及系统的功能。生态圈核心系统GSS已实现对各分、

子公司业务的专业化定制与开发，充分满足各业务需求。欣欣旅游自主研发的欣欣旅行社实用ERP系统上线，为传统旅行社

实现在线运营提供系统保障，为旅游全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造价值。 

公司打造的生态圈平台及系统深耕各地的旅行社、代理人市场，并针对客户的互联网运营不足之处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

为客户提供深层次的价值，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稳固大旅游生态圈基础。 

3.金融强协同，创新助增长 

2015年，公司着力提升金融板块的产品创新及综合解决方案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第三方支付品牌腾付通自主研发的资

金管理平台成功接入多家金融机构和金融平台，金融支付工具MPOS及智能POS系统顺利投入线下旅行社门店使用。公司小

额贷业务针对旅游产业链开发的商旅循环贷、票款理财宝、线上短融通、融资通道宝，以及适应互联网环境开发的线上个人

及公司商旅贷，既极大地丰富了贷款产品线，也有力支持了机票B2B互联网平台八千翼、欣欣旅游的业务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还通过并购及投资方式进一步拓宽互联网金融业务空间，设立征信公司，通过收购深圳中沃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进入保险经纪领域，参与发起设立前海再保险公司和信美相互人寿保险公司，战略投资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

限公司，金融牌照及产业布局日益全面。 

在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公司成立了金融风险管理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建立信贷审批会制度和规范的项目运作及审批

流程，构筑起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监测、责任约束机制。 

4.率先进入费用管理领域，推动TMC产业升级 

作为业内领先企业之一，公司TMC业务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更优质的差旅服务体验，截止目前，TMC已为数千家中

外企业客户提供专业的差旅管理服务。2015年，公司创新研发的费用报销系统已顺利投入运行，开启了TMC行业的2.0时代。

系统通过移动APP、电子化流程、自动/人工合规检查、差旅预订数据连接、数据分析五个关键特性，解决企业在费用管理

方面面临的问题，帮助企业提升效率，提高管理能力，降低成本。 

TMC1.0时代，服务商为企业客户提供产品预订服务，但随着中国企业差旅意识的增强，需求的不断升级，企业需要从

预算、出行、报销、合规等方面进行数据的无缝对接提高准确性和效率，并形成闭环管理来确保预算、计划、制度的合理制

定、有效执行和评估；而TMC2.0时代，服务商为企业客户关注差旅预定及出行服务领域，实现用户从预算到出行到费用报

销的闭环管理，有效降低企业差旅管理成本，提升企业费用管理水平，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 

5.集团化管控落地，运营与管控能力有效提升 

2015年，为推动公司升级战略的有效落地及加强内部风控能力，公司实施集团化管控，重新划分事业群，强化总部职能

支持及实现经营下沉强化企业的运营与管控能力，在充分发挥各分、子公司特长及保持经营自主性的前提下，为整合资源形

成合力设置沟通及落地机制，有力支撑了公司关键战略举措的高效执行。 

6.实施第二期股权激励，建立关键人才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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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2015-2018），此次激励范围更为广泛，涵盖主管以上管理团队及业务

骨干，对稳定公司的核心骨干队伍有着重要意义。此次股权激励与激励对象的绩效实现紧密挂钩，绩效目标由公司战略层层

拆解并通过公司运营体系进行及时跟进与回顾，以此保障公司年度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同时公司借此契机完成关键人才的识

别并进行持续跟踪，以建立适应公司战略的稳固的关键人才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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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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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5年 3月 3日收到深圳市保税区地方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深地税保备〔2015〕第 34 号)，可依法享受

“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减免期限为 2014年 1 月 1日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 2014年年度审计报告

按照上述税收优惠政策未计提企业所得税。在 2014 年所得税汇算清缴过程中，深圳市保税区地方税务局最终确认公司不属

于该减免范围。根据 2015 年 9 月 10 日深圳市精英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2014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报备

号码 240722015010030），2014年公司企业所得税按照 15%的税率计算金额为 7,811,001.64元，2014年当年已预缴所得税额

8,733,954.49 元。2015 年 10 月 29 日深圳市保税区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科受理了该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并于 2015 年 11

月 18日退回公司退税款 922,952.85元。 

因此公司根据深圳市保税区地方税务局实际收取的 2014 年度企业所得税金额调整前期差错。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 201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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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2014年 12 月 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其他流动资产-预缴税款 7,503,992.07 -7,409,795.74 94,196.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733,441.64 2,161,023.25 2,894,464.89 

应交税费 14,240,833.52 401,205.90 14,642,039.42 

盈余公积 49,366,391.55 -564,997.84 48,801,393.71 

未分配利润 400,223,250.33 -5,084,980.55 395,138,269.78 

2014年度利润表项目： 

所得税费用 16,388,121.80 5,649,978.39 22,038,100.19 

净利润 133,816,345.22 -5,649,978.39 128,166,3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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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深圳腾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保险) 2015.6.30 14,214,590.00 100.00 收购 

杭州泛美航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州泛美) 

2015.3.31 19,294,880.00 60.00 收购 

山东腾邦国际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腾邦) 2015.4.30 3,060,000.00 60.00 收购 

天津市腾邦达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达哲) 

2015.4.30 12,240,000.00 60.00 收购 

重庆新干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新干线) 

2015.3.31 20,220,000.00 60.00 收购 

厦门腾邦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航友) 2014.12.31 2,821,500.00 55.00 收购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

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腾邦保险 2015.6.30 2015年6月办妥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且被收购方

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控制权已转移，享有相应的收益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187.50 -147,944.89 

杭州泛美 2015.3.31 2015年3月办妥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且被收购方

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控制权已转移，享有相应的收益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52,631,691.65 5,181,328.25 

山东腾邦 2015.4.30 2015年4月办妥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且被收购方

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控制权已转移，享有相应的收益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4,726,027.48 1,299,177.35 

天津达哲 2015.4.30 2015年4月办妥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且被收购方

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控制权已转移，享有相应的收益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28,107,395.73 6,974,494.48 

重庆新干线 2015.3.31 2015年3月办妥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且被收购方

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控制权已转移，享有相应的收益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214,133,921.15 8,325,6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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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航友 2014.12.31 2014年12月办妥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且被收购

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控制权已转移，享有相应的收

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4,137,671.37 1,060,724.45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深圳市腾邦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5.2.4 10,000,000.00 100.00 

深圳腾邦征信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5.8.4 50,000,000.00 100.00 

漳州腾邦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4.12.17 900,00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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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