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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6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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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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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敏 董事 公务 陈东 

晏仲华 董事 公务 陈东 

成志明 独立董事 公务 龚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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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17,13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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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馨科技 股票代码 00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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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婷 文玉梅 

办公地址 
苏州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石阳路 17

号 

苏州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石阳路 17

号 

传真 0512-66163297 0512-66163297 

电话 0512-66729265 0512-66729265 

电子信箱 zqb@boamax.com zqb@boam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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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是利用数控钣金技术，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精密金属结构件产品，配套服务于电力设备、通讯设备、

金融设备、医疗设备、新能源设备等中外知名品牌企业。2012年以来，公司转型升级向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收购了做烟气

流量监测设备的南京友智科技、控股了利用低谷电和高压电极锅炉做煤改电集中供暖项目的上海阿帕尼。公司将持续推进节

能环保方面的投资，不断追求外延式增长的同时，带动母公司在工业自动化装备制造业方面的持续增长。 

友智科技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气体流速流量测量细分领域专业设备和成套系统的研发和设计。公司拥有较强的技

术创新研发实力，拥有多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并与多所国内院校、研究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聘请了数位行业内从事研

发工作几十年的专家作为技术顾问。友智科技掌握了矩阵式气体流速流量测量技术和设备研发设计的工艺，攻克了含尘、含

浆和流场不均匀环境下气体流速流量测量设备易堵塞、测量准确性和稳定性差的难题，提高了测量精度，为电力行业提供主

机锅炉烟粉流速流量、风速风量监测系统和脱硫脱硝烟气流速流量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同时，友智科技的研发设计团队也在

不断的实践中，积累了根据客户不同需求和按照客户不同现场基建环境，研发、设计、安装指导定制化测量设备和检测系统

的丰富经验。 

阿帕尼高压电极锅炉具有高功率、高节能、高效率、高安全性、无污染、无噪声、无排放及高稳定性的特点。上海阿

帕尼取得了阿帕尼在中国区的商标权和唯一代理权，同时对产品进行了二次开发，借助宝馨科技对成套设备的生产制造能力，

大大降低了成套锅炉产品的成本，并成为第一家将高压电极锅炉应用于集中供暖的企业，利用夜间的低谷电+储热技术替代

燃煤锅炉有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发展前景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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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071,860.16 419,865,028.42 24.58% 328,148,81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760,957.24 16,898,603.22 176.71% 20,322,98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699,191.96 16,563,137.61 187.98% 18,874,42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47,909.26 -8,954,063.87 -285.83% -491,256.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7 142.86%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7 128.57%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6% 2.59% 2.07% 3.89%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407,528,620.73 1,228,742,080.17 14.55% 660,605,12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96,402,884.41 944,251,225.33 5.52% 530,918,7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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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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891,450.61 134,033,544.03 165,655,871.88 96,490,99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29,431.67 15,939,014.58 9,835,778.46 5,356,73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84,321.00 15,661,052.29 9,124,531.85 7,429,28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3,700.00 -1,630,717.19 -33,103,864.91 2,280,3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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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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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 境内自然人 25.91% 71,776,791 71,776,791 质押 44,776,791 

广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16% 42,000,000    

朱永福 境内自然人 14.19% 39,300,000 29,475,000 质押 7,300,000 

杨荣富 境内自然人 7.78% 21,546,099  质押 3,546,000 

苏州永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3% 12,000,000  质押 12,000,000 

浦银安盛基金

－浦发银行－

浦银安盛－浦

发银行－淮海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28% 6,312,056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7% 4,889,876    

汪敏 境内自然人 1.70% 4,711,263 4,711,263 质押 4,71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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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国家安

全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 3,297,720    

齐鲁制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1% 1,700,0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东与汪敏系夫妇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朱永福系苏州永福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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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司上一年度成功并购南京友智并投资控股了上海阿帕尼后，本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的业务构

成从原来单一的数控钣金结构件制造，转型向节能环保领域发展，为公司培育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在巩固数控钣金业务的同时，加速推进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光伏自动化设备研发进展顺利，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友智烟气流量检测业务稳健增长；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阿帕尼利用低谷电设计的煤改电集中供暖项目有

序推进。依托公司和子公司在各自行业领域内的竞争优势,本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523,071,860.16元，同比上升24.58%，其中数控钣金结构件营业收入为401,230,508.75，

环保产品营业收入为116,603,969.90元；营业利润为27,187,450.93元，同比上升98.07%；利润总额为25,780,809.85元，

同比上升66.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6,760,957.24元，同比上升1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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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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设备数控钣

金结构件 
213,517,035.05 48,694,047.79 22.81% 2.36% 6.75% 0.94% 

金融设备数控钣

金结构件 
57,160,453.54 11,325,676.54 19.81% 9.83% 21.29% 1.87% 

新能源数控钣金

结构件 
52,283,490.08 11,358,823.42 21.73% 7.35% 35.15% 4.47% 

环保产品 116,603,969.90 67,701,383.01 58.06% 286.77% 329.42%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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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司上一年度成功并购南京友智并投资控股了上海阿帕尼后，本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的业务构

成从原来单一的数控钣金结构件制造，转型向节能环保领域发展，为公司培育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在巩固数控钣金业务的同时，加速推进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光伏自动化设备研发进展顺利，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友智烟气流量检测业务稳健增长；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阿帕尼利用低谷电设计的煤改电集中供暖项目有

序推进。依托公司和子公司在各自行业领域内的竞争优势,本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大幅提升。 

本报告期内，公司盈利能力比上年同期大幅上升，一方面全资子公司南京友智环保业务稳健增长；另外一方面，数控

钣金业务也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变化,实施技术创新及改善, 优化产品及客户结构,不断引入新的优质项目，同时在内部管理方

面进行优化，数控钣金业务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523,071,860.16元，同比上升24.58%，其中数控钣金结构件营业收入为401,230,508.75，

环保产品营业收入为116,603,969.90元；营业利润为27,187,450.93元，同比上升98.07%；利润总额为25,780,809.85元，

同比上升66.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6,760,957.24元，同比上升1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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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减少1户：系2015年3月19日本公司注销其全资子公司

苏州禧福投资有限公司，本期只合并了其注销前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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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