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300045

证券简称：华力创通

公告编号：2016-011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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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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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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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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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力创通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045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吴梦冰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乙 18 号

传真

010-82803295

电话

010-82966393

电子信箱

IRM@hwacreate.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5年随着《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以及《中国制造
2025》的发布，我国空间基础设施和无人平台领域将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报告期内，在北
斗导航系统首颗全球系统卫星成功发射和部署、北斗芯片全球体制升级等关键技术取得重大
进展、卫星移动通信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地位、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被纳入国家优先重点发展领
域的大背景下，公司以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为主线，坚持“立足国防军工，拓展民用市场”的
策略，大力发展卫星应用及无人平台产业。公司主要通过自主研发、生产与销售的经营模式，
以无人平台为需求牵引，梳理整合雷达与通信、仿真测试产品和业务，围绕卫星导航、通信、
遥感、卫星互联网等卫星综合应用大领域来开展。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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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星应用业务
在北斗卫星导航领域，华力创通经过多年的积累，已形成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芯片、
模块、终端、测试设备及系统和基于位置的服务（LBS）等技术和产品，主要面向国防领域
和交通、旅游、海洋、林业、公安、民政等行业应用领域，提供终端级、系统级产品和服务，
在国内市场影响力中处于第一梯队。2015年公司获得《北斗民用分理服务试验资质》，该资
质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对企业从事北斗综合运营服务的最高授权，意味着公司
开始为未来卫星应用的运营服务做准备
在卫星移动通信领域， 2015年公司先后成功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移动通信与
北斗卫星导航一体化量产型基带处理芯片HTD1001以及专用抗干扰型基带芯片产品，该系列
芯片具备我国自主可控的卫星移动通信功能、北斗系统和GPS双模兼容导航功能、数字对讲
通信功能，可广泛应用在国家应急救灾、反恐维稳、海洋作业、边防执勤、航空空管、地质
勘查、森林作业等行业，为公司将来推出卫星移动通信与北斗卫星导航一体化的终端系列产
品以及抢占国内卫星应用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5年华力创通还与中国电信集团卫星通信有限公司签订了北斗通信业务合作的协议，
双方共同商定以北斗通信业务合作为突破口，采取优势联合，协同发展，共同把握国家战略
新兴产业指引和“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带来的发展契机。通过合作共赢，以北斗通信业务
合作为先期牵引，逐步全面深入卫星移动通信以及未来新兴卫星应用综合业务服务领域，开
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空间。
（二）雷达与通信业务
在雷达与通信领域，华力创通的产品主要包括雷达模拟测试设备、宽带信号记录与发生
器、通用信号处理平台等，2015年承担了多项军品型号项目，完善了雷达测试产品系列，多
项产品技术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同时开拓了新的测试服务业务；宽带高速记录存储设备
研制在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性能指标、产品质量和产品价格竞争优势明显提高。雷达信号
处理业务发展平稳，各项业务有序开展，产品系列日益完善，整体技术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三）仿真测试业务
在仿真测试领域，华力创通的主要产品包括复杂机电系统的计算机仿真测试平台以及计
算机仿真应用开发。作为国内技术领先的计算机仿真和电子设备与服务供应商，公司仿真测
试业务一直保持稳定的发展。2015年公司根据国家规划以及市场需求，抓住机器人、无人机
以及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发展契机，围绕虚拟现实、先进虚拟制造、智能运动控制等应用技术
和产品，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重大项目，结合公司在卫星导航和通信领域的技术积累，以期
早日实现公司向无人平台转型的战略规划。
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的市场布局正趋于完善。公司所处的行业为电子信息业，其产品及服务主
要面向国防军工以及民用市场。国务院《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
年北斗的贡献率要达到60%，在重要领域的应用要超过80%。《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中指出，到2020年，在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中，形成卫星移动通信服务系统，产
业发展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在卫星导航、卫星移动通信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构
成了卫星应用的产业化基础。公司的雷达信号、仿真测试业务处于国内一流地位，结合在卫
星导航、移动通信方面的技术储备，为无人平台产业化的发展奠定基石。未来公司将在无人
平台和卫星应用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实现规模化发展，为股东创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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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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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414,987,108.92

403,382,339.68

2.88%

303,692,47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11,981.81

47,021,126.45

-33.41%

14,347,25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36,238.77

23,601,470.50

16.25%

-30,300,854.70

-29,125,794.92

10,031,967.96

-390.33%

-15,469,072.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5%

5.97%

-2.22%

1.92%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总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1,158,093,909.30

1,061,654,360.86

9.08%

907,321,577.48

893,492,787.07

824,046,204.50

8.43%

758,788,50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80,714,320.17

102,015,750.68

100,405,324.29

131,851,7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9,581.18

5,590,244.43

10,260,815.90

10,711,34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31,211.07

4,798,528.04

7,719,615.03

11,486,884.63

-69,519,646.72

-21,285,127.55

14,456,406.62

47,222,57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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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42,476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40,006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高小离

境内自然人

21.03%

116,766,400

87,574,800

王琦

境内自然人

17.38%

96,498,664

72,373,998

熊运鸿

境内自然人

10.25%

56,910,936

42,683,202

杨远明

境内自然人

2.05%

11,382,082

其他

1.88%

10,453,417

股东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军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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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中证国
防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5%

8,075,863

李宗利

境内自然人

0.92%

5,104,804

何俊杰

境内自然人

0.89%

4,932,500

何惠贤

境内自然人

0.87%

4,829,096

杨悦明

境内自然人

0.56%

3,104,738

4,270,3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高小离、王琦和熊运鸿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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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公司稳步发展的一年。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落实年度经营计划，积极贯彻公司
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以及“立足国防军工，拓展民用市场”的市场开拓策略，坚持以市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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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以技术创新为依托，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以领先的技术、优异的质量、完善的服务不
断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公司经营情况保持持续、平稳的增长态势。报告期内完成的工作如
下：
（1）制定了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2015年-2020年）
报告期内，管理层结合宏观环境、行业背景、公司现状，制定了公司5年发展规划。未来
五年，公司将秉承“以一流的技术、产品与服务，做大卫星应用，做强无人平台，服务国家，
回报社会”的使命，立足国防军工，引领军民融合，以领先的技术、优异的质量、完善的服务
不断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将公司打造成为千亿市值的国际化企业集团。为此，公司明确了
两大产业方向：卫星应用和无人平台，同时，辅以技术研究和资本经营，即以技术为龙头，
以产业经营为核心，以资本经营为手段，通过产融互动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形成“产业+技
术+资本”两两互哺、彼此涵养、相生互动、良性循环的业务生态效应
（2）主营业务保持稳健发展
2015年，在卫星应用领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自有核心技术成果，在北斗导航、卫星通信
方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构建芯片、模块、天线、板卡、终端、测试设备以及解决方案和运
营服务等全价值链体系。
北斗导航领域，推进“北斗+“应用模式，深入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应用。北斗装备方面，
全年取得了一批关键技术突破以及工程化应用成果，顺利完成了多项承研项目的交付和试验
保障，并取得了多家客户单位和军方的好评。同时，在多个择优竞争项目中取得了中标入围
资格，正在承研新一批研制任务。北斗民用方面，积极推进“行业+区域”战略，在多个细分行
业和重点区域积极布局，并取得初步成果。本年度成功取得北斗民用分理级试验服务资质，
为北斗行业的服务市场扩张奠定了基础。
在仿真测试和雷达通信领域，在维持现有业务继续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提炼核心技术，
寻找为无人平台产业方向作准备。
（3）核心技术不断创新
2015年公司率先成功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移动通信与北斗卫星导航一体化量
产基带处理芯片HTD1001和专用抗干扰型基带处理芯片，并基于这两款芯片，成功研制出手
持和车载便携类终端系列模块，得到十余家单位的小批量适用，这意味着在卫星移动通信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为拓展通导一体化市场奠定了敦实的基础。
（4）继续推出股票激励计划
2015年，公司将董事、高管、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高管共计50人
纳入限制性股票激励范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推出，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
实现公司和股东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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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息产品

营业收入
414,987,108.92

营业利润
21,241,464.78

毛利率
50.44%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88%

0.6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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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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为了深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实现企业会计准则持
续趋同和等效，财政部于2015年11月4日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 项具
体会计准则以及其后陆续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
相关规定制定了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
3．变更后釆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2015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公司已按照其规定和要求对公司
原有会计政策及会计制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4．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2015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起始日开始执行。
5．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意见。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此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的要求：上市公司应当综合考虑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和解
锁期等相关条款，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相关规定判断等待期,进行与股
份支付相关的会计处理。对于因回购产生的义务确认的负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本
公司变更限制性股票在等待期内的回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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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长期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

影响金额
-41,888,160.00
41,888,160.00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的要求：上市公司在等待期内发放现金股利的会计处理
及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应视其发放的现金股利是否可撤销采取不同的方法:
（1）现金股利可撤销，即一旦未达到解锁条件，被回购限制性股票的持有者将无法获得
（或需要退回）其在等待期内应收（或已收）的现金股利。等待期内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
分子应扣除当期分配给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分母不应包含限制性
股票的股数。
（2）现金股利不可撤销，即不论是否达到解锁条件，限制性股票持有者仍有权获得（或
不得被要求退回）其在等待期内应收（或已收）的现金股利。等待期内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
应当将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作为同普通股一起参加剩余利润分配的其他权益工具处
理，分子应扣除归属于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净利润；分母不应包含限制性股票的股
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本公司变更限制性股票在等待期内发放现金股利的会
计处理和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方法，本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处理。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基本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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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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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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