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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2                           证券简称：万讯自控                           公告编号：2016-005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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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15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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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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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88,19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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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讯自控 股票代码 3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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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慧宇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三号路

万讯自控大楼董秘办 
 

传真 0755-86250389-10  

电话 0755-86250365  

电子信箱 donghuiyu@maxonic.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产品主要包括电动执行器、气体报警器、气体探测器、流量

计、物位计等现场仪表及信号调理器、安全栅、电量变送器等二次仪表。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被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的信息

采集、传送和控制执行，被誉为“工业信息机器”和“工业IT”。工业自动化仪表行业是现代工业的基础行业，为冶金、有色金

属、化工、电力、石油、建材、造纸、制药、环保、国防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提供基础部件，其技术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

家的工业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行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工业自动化仪表产品需要在不断的试错和改进中逐渐成熟，技术积累周期较长，我国工业自动化仪表行业发展历史较

短，依靠自身积累发展较慢，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研发投入规模不大，导致我国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厂商整体技术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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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研发能力较弱，核心技术主要从国外引进，产品多为中低端产品。目前，国外大型的工

业自动化仪表企业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独资公司及代理销售等各种形式进入国内市场，我国终端客户的重要生产装置和关键

生产环节所使用的产品大多数是国外品牌的产品，因此工业自动化仪表中高端市场主要采用国外品牌产品，国内品牌产品主

要进入中低端市场。虽然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但我国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行业整体技术进步较快，少量国内企业已逐渐开

始自主研发并掌握部分核心技术，特别是基本型产品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品牌产品已经比较接近，性能指标也大体相当。报告

期内，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将呈现放缓趋势，工业自动化仪表行业的下游产业如冶金、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矿山、电力、

石油、造纸等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显著，这些传统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同时，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

具有技术和资金优势的外资品牌厂商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众多外资工业自动化仪表厂商开始利用

价格竞争手段保持或扩大市场份额，使得本土产品在价格方面的优势不断缩小，从而导致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公司所处的工业自动化仪表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应用领域广泛，产品品种繁多，行业集中度较低，从业企业众多，

每一大类产品都有包括国际大型专业跨国公司在内的众多企业进行竞争，行业内缺乏绝对主导地位的企业。公司是行业中少

数A股上市企业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长期积累和不断发展，公司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是同行业中拥有较大规模、

较全产品系列和较强技术、市场能力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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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165,274.53 336,973,093.52 15.79% 330,858,39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18,476.30 22,852,577.02 -44.35% 33,637,71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72,706.50 21,922,944.75 -44.93% 32,928,11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27,669.84 19,387,020.87 38.90% 33,161,757.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44.44%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44.44%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4.78% -2.48% 7.37%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920,234,669.15 606,661,062.33 51.69% 584,322,93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6,652,404.47 482,648,338.90 44.34% 469,609,7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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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21,299.33 89,266,452.30 100,577,510.80 141,700,01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2,265.93 7,748,614.33 5,501,596.90 -3,824,00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53,000.92 7,836,495.76 3,824,447.00 -2,641,237.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35,316.91 13,052,113.29 1,394,621.61 29,416,2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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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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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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宇晨 境内自然人 21.60% 57,903,751 44,071,313 质押 15,565,000 

尊威贸易(深

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48% 22,746,500 22,309,875   

傅晓阳 境内自然人 7.52% 20,163,251 15,372,438 质押 9,030,000 

孟祥历 境内自然人 5.24% 14,046,600 11,659,950 质押 6,500,000 

王洪 境内自然人 4.99% 13,372,437 11,279,328 质押 10,224,500 

郑维强 境内自然人 2.28% 6,101,625 5,701,218 质押 1,100,00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2.25% 6,022,323 0   

仇玉华 境内自然人 1.69% 4,522,488 3,641,866   

熊伟 境内自然人 1.13% 3,039,760 3,039,760   

龙方彦 境内自然人 0.94% 2,513,778 2,513,7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傅宇晨与傅晓阳是兄弟关系；傅宇晨与孟祥历是表兄弟关系。上述其他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均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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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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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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仍然严峻，传统优势下游产业，冶金、有色金属、电力、化工、建材、造纸等对工业

自动化仪表产品的市场需求疲软，对公司的销售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公司通过股权收购等方式扩充产品体

系，增加了气体检测仪器仪表、气体检测控制系统、电机等新产品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9,016.52万元，比上年增长15.79%,

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公司持续加强预算管理，严控公司各项成本费用，但公司对研发的投入仍保持增长的态

势，并受社会整体通胀水平的影响，发生营业成本19,929.40万元，比上年增长13.51%，发生期间费用14,582.02万元，较去

年增长15.61%。同时本报告计提商誉减值2,279.15万，综上因素本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1.85万元，比上年

下降44.35%。期间费用和减值损失简析如下：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77,063,098.35 60,959,961.28 26.42% 主要系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69,944,754.98 66,856,621.60 4.62%   

财务费用 -1,187,607.79 -1,687,599.11 29.6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增加

及汇兑损益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430,798.05 3,092,481.06 819.35% 

主要系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形成的

商誉，同时受天津亿环和上海雄风计提减值

综合影响所致。 

 

  气体检测仪器仪表和气体检测控制系统等新并入产品的销售业务，使本报告期公司现场仪表实现收入 32,141.75 万元，

同比上期增长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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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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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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仪表 321,417,503.01 160,043,800.19 49.79% 19.26% 27.21% 3.11% 

二次仪表及其他 27,118,629.57 13,422,023.30 49.49% -1.68% -16.76% -8.97% 

压力仪表及配件 25,233,487.12 12,746,839.80 50.52% -34.37% -30.44% 2.86% 

工程安装 15,297,504.00 3,663,820.08 23.95%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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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完成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从而快速切入气体检测仪器仪表和气体检测控制系统的研发、生

产、销售业务，扩充原有产品体系，提供业绩增长点。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9,016.52万元，同比上期增长15.79%,保持了持续

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公司持续加强预算管理，严控公司各项成本费用，但公司对研发的投入仍保持增长的态势，并受社

会整体通胀水平的影响，本期营业成本19,929.40万元，比上年增长13.51%；发生期间费用14,582.02万元，较去年增长15.61%；

本期商誉减值准备2,279.15万元等上述因素，本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1.85万元，同比下降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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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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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8.1 223,200,925.64 100.00 收购 

常州欧德思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2015.7.1 5,209,313.52 65.00 增资，分步实现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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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2015年05月14日，本公司出资设立江阴万讯恩泰传感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300万元整，其中公司持股70%，自设立

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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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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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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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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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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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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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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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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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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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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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