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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成控股 600112 长征电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磊 龙涛 

电话 0851-28620788 0851-28620788 

传真 0851-28654903 0851-28654903 

电子信箱 chenlei201401@yeah.net longtao19832003@163.com 

 

1.6 由于公司 2015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 主要业务   

天成控股主营业务包括电气设备制造、金融及矿产资源开发三大业务。   

  

（二）经营模式        

1、电气设备制造业务        

高压电气产品的直接用户是各类变压器厂商，销售模式主要以直销为主，主要通过投标方式

获取订单，经销商模式占比很小。公司平均各省设有一到三名业务员，由各业务员负责当地市场

的开拓、销售信息的收集、当地客户的服务等营销工作，内勤人员负责公司订单、合同处理等。

销售模式更加扁平化、直接化。中压电气产品采取直接销售、经销商代理销售模式及 OEM 贴牌合

作等多种销售模式。        

2、金融业务   

公司通过参股设立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贵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

及大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实现在金融行业多个领域的全面布局，从而获取投资收益并获得

相应的金融牌照，为公司打造综合性金融平台奠定基础。   

公司通过构建的智能终端网络，利用基于移动互联的智能终端在小微商户中的高普及度，提

供满足各种金融服务场景的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公司将打造综合一体化的小微金融服务平台，提

高小微商户的工作效率和经营收入。通过平台获取到小微商户的流水信息、个人客户的缴费信息、

消费习惯等数据资产后，经过大数据的科学分析，能为各类金融服务提供征信依据和实施基础。  

3、矿产资源开发业务   

公司通过参股海外锆钛矿企业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获取投资收益。香港长城主要从事

矿产资源勘探，对非洲莫桑比克中部省份的沿海锆钛矿 5004C 矿区进行开采，加工提炼及一般

进出口贸易，目前的主要产品为锆中矿和钛精矿。   

公司控股五家钼镍矿企业，分别为：遵义长征矿业有限公司、遵义市通程矿业有限公司、贵

州博毫矿业有限公司、遵义市恒生矿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市裕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

经营模式均为对钼镍矿的开采、加工与销售。    

（三）行业情况说明   

1、电气设备制造行业   

为加快配电网建设改造，推进转型升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能源局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发布了《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政府通过实施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将会有效加大配

电网资金投入。2015 年至 2020 年，配电网建设改造投资不低于 2 万亿元，其中 2015 年投资不低

于 3000 亿元，“十三五”期间累计投资不低于 1.7 万亿元。预计到 2020 年，高压配电网变电容量

达到 21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达到 101 万千米，分别是 2014 年的 1.5 倍、1.4 倍，中压公用配变容

量达到 11.5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达到 404 万千米，分别是 2014 年的 1.4 倍、1.3 倍。电力变压器

作为发电行业必备的输配电设备，其需求量与电力网投资规模密切相关，作为变压器厂商的上游

供应商，公司的高压电气设备将在电网改造带来的发展机遇中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随着

国家政府加大对配电网建设改造的力度和投入也将直接影响中压电气成套设备行业的市场需求情

况，公司的中压电气设备正面临着更大的需求增长。  

 2、金融行业   

金融领域，国家从政策方面逐渐对民营资本放开准入门槛。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发布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提出“允许更多

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近年来，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保险

等金融领域都在不同程度的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对内、对外的开放，支持社会资本准入，



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逐渐放宽各类资本的准入条件。这些政策和措施为民营

资本进入金融各领域、获取金融相关牌照创造了良好的基础环境，公司也将抓住机遇大力实施金

融产业战略规划，打造综合性的金融集团公司。   

互联网金融方面，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深深影响并改变着传统金融经营业态和格局。但近年

来由于监管规则不够完善，一些公司出现违规经营甚至诈骗等不良行为，影响了互联网金融行业

的良性发展。2016 年 4 月 14 日国务院组织 14 部委召开会议，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一年的互

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并出台《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专项整治有助于去伪存真、

优胜劣汰，使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更加有序和规范。公司作为正规合法的上市企业，必将因此获

得更为广阔而良好的发展空间。   

3、矿产资源开发产业   

公司的矿产资源开发主要为锆钛矿和钼镍矿两方面。锆钛矿由于其特殊的金属特性，被广泛

应用于精密铸造、高级耐火材料、航空航天、化工等行业。近年来国际市场锆钛矿的价格波动较

大，国内锆钛资源有限，而需求量不断增大。锆钛矿的开发，不但对于带动莫桑比克的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缓解中国国内矿产资源的短缺现状具有现实和长远的经济意义。 

钼镍矿方面，我国镍资源储量只占世界储量的 3.7%，其特点是分布不均衡，优质资源少。2015

年 10 月国际镍业研究组织（INSG）发布报告称，由于中国的镍消费量将增加，全球镍市场将转为

供需缺口。预计 2015、2016 年全球原生镍消费将双双增加，而中国将继续成为镍消费增幅的主导

力量。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378,989,778.50 2,633,416,074.39 -9.66 3,064,386,942.07 

营业收入 670,347,407.00 489,162,640.60 37.04 654,631,311.1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6,590,955.25 15,911,194.89 -1,209.85 7,278,897.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2,461,747.13 -50,945,748.98 -258.15 -50,814,304.7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59,454,250.11 1,267,641,913.04 -8.53 1,186,010,717.7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3,078,354.64 -38,801,647.48 855.32 -13,058,423.77 

期末总股本 509,204,846.00 509,204,846.00 0.00 509,204,846.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468 0.0312 -1,211.54 0.014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468 0.0312 -1,211.54 0.0143 

加权平均净资 -14.9925 1.2794 减少16.2719个 0.6153 



产收益率（%） 百分点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4,696,954.60 218,309,997.57 239,625,431.28 147,715,02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63,392.93 -2,443,155.87 1,133,081.88 -181,144,27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650,486.08 -2,908,026.18 320,376.04 -184,524,583.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660,716.40 22,835,934.98 -61,509,610.27 295,091,313.53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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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0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3,65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银河天成集团有

限公司 

-19,998,810 83,400,000 16.38 0 质押 83,4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16,537,000 16,537,000 3.25 0 无 0 其他 

国海证券股份有 10,003,800 10,003,800 1.96 0 无 0 其他 



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8,145,763 8,145,763 1.60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国

建设银行 

5,671,315 5,671,315 1.11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夏领先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351,407 3,351,407 0.66 0 无 0 其他 

陈积泽 3,159,120 3,159,120 0.6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银河资本资产－

上海银行－天虫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064,353 3,064,353 0.60 0 无 0 其他 

周玲 2,948,700 2,948,700 0.5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

零八组合 

2,553,600 2,553,600 0.5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户为银河集团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专

用账户。 2）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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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股份增减

变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 67,034.74 万元，较上年同期 48,916.26 万元，同比增长 37.0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659.10 万元，较上年同期 1,591.12 万元，同比减少 1209.85%。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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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 2015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十一户，详见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

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了两户，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