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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5                            证券简称：天喻信息                            公告编号：2016-017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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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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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科 董事 工作原因 武力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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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5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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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喻信息 股票代码 3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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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绥 何娟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大学科技园天喻楼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大学科技园天喻楼 

传真 027-87920306 027-87920306 

电话 027-87920301 027-87920301 

电子信箱 js@whty.com.cn hej@whty.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涵盖卡（金融IC卡等智能卡产品）、终端（mPOS、智能POS、税控盘、读卡设备等

终端产品）、服务（手机安全服务）的数据安全业务和以国家教育信息化为背景的在线教育业务、以供应链O2O+金融支付解

决方案为核心的移动支付服务业务等。 

金融IC卡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CPU芯片。公司通过参加商业银行的公开招投标获得发卡资格和订单，按照招投标确定的

价格和订单数量销售给商业银行。该业务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为卡片销售价格的变化幅度。报告期内行业发卡量仍保持增长，

公司金融IC卡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保持行业前列。 

mPOS、智能POS等新一代POS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POS的更新换代产品。税控盘是国家规定的增值税纳税人必备的税控

设备，其销售价格由国家发改委确定。公司终端产品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为产品的销售量和成本的控制。 

手机安全服务业务是在可信执行环境（TEE）体系成为共识的背景下，由移动终端安全解决方案孕育而生。公司与产业

链各方合作，提供集TEE、eSE、TSM的完整手机安全解决方案。公司产品具有全平台覆盖（支持各主流芯片平台）、全应用

支撑（支撑各类安全应用）、安全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特点。基于TEE的手机安全服务市场目前处于发展初期，该业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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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较长，相关商业模式还在不断探索中。公司是国内首批从事手机安全服务业务的服务提供商，在产品技术、产业链合作

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 

在线教育业务是公司开展的以国家教育信息化即实现“三通两平台”为背景的K12阶段信息化教育业务。公司围绕教育

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及学生用户需求搭建的在线教育业务产品体系已初步成型（包含教学平台和学习平台及其核心应用系

统），其中，教学平台是以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即教育云平台）为基础，以备课、授课、作业、测评等教学核心应用为

主体，旨在服务教师日常教学活动，帮助教师切实提升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信息化教育平台；学习平台是以教学平台中学

生日常学习大数据为基础，帮助学生同步学习、个性化学习的在线学习平台。公司以教育云业务作为在线教育业务的市场切

入点，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得省、市、区、县教育云平台的建设、运营权，通过为上述区域的学校提供核心应用、核心资源、

管理平台及信息化教学终端等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扩大公司在线教育业务的收入规模。该业务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为教育云平

台的区域覆盖数量。以国家教育信息化为背景的在线教育行业市场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期。 

公司移动支付服务业务主要依托商业银行的企业客户资源与渠道，重点为快消品、物流等行业企业提供供应链O2O+金融

支付服务，帮助企业实现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合一，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资金归集效率。上述企业及其经销商、合作伙伴

在公司提供的平台（含服务管理平台、移动支付平台、移动支付工具等）上进行商品及服务的交易，公司从交易的手续费中

分成。该业务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为平台的活跃用户数和ARPU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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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年 

营业收入 1,483,296,003.21 1,354,686,517.38 9.49% 1,270,546,78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94,961.07 58,620,962.31 -88.07% 86,161,04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3,430.34 52,201,307.03 -96.30% 77,677,841.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113,667.88 -108,829,372.04 368.41% 3,470,333.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3 0.1363 -88.04% 0.2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3 0.1363 -88.04% 0.2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5.37% -4.74百分点 8.28% 

项目 2015年末 201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年末 

资产总额 1,683,408,424.47 2,024,585,834.35 -16.85% 1,747,354,11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1,633,152.75 1,109,988,204.50 0.15% 1,074,524,339.4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5,146,573.75 359,914,903.26 317,754,216.81 480,480,30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36,768.23 11,108,171.49 -12,958,053.04 608,07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89,823.44 11,403,405.84 -15,170,694.86 -2,889,10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054,761.76 -7,153,757.38 10,311,860.86 423,010,3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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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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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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32户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30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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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14% 112,401,129 0   

武汉光谷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1% 72,287,710 0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8% 24,431,582 0   

张新访 境内自然人 1.26% 5,419,710 4,064,78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

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3,448,482 0   

王敏 境内自然人 0.52% 2,250,68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兴业事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1,999,978 0   

向文 境内自然人 0.45% 1,936,800 0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521,97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513,07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华中科技大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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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云+端”、“产品+服务”的业务发展总体战略，积极推动公司业务从产品向服务的战略转型。

公司在保持以金融IC卡为代表的智能卡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努力扩大税控盘、mPOS、读卡设备等终端产品销量，积极推进

在线教育、手机安全服务、供应链O2O+金融支付服务等服务业务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83亿元，同比增长9.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9.50万元，同比下降

88.07%。公司2015年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为：金融IC卡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下降，在线教育等服务业务的市场

和研发投入持续加大而收入规模暂时未能匹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造成原材料进口业务产生较大汇兑损失。2016

年公司将围绕智能卡产品成本压缩、服务业务规模增长、汇率风险管理等工作制定具体措施，努力改善公司整体经营状况和

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金融IC卡产品销售力度，入围银行数量进一步增加，发卡量同比增长，但由于产品销售价格大

幅下降，产品盈利水平同比下滑。2016年公司将继续加强产品市场营销工作，实现发卡量的持续增长；从原材料采购、生产

制造两个维度努力降低成本，争取稳定金融IC卡产品的盈利水平。报告期内，公司智能交通卡发卡规模及收入水平保持稳定。

公司加大通信智能卡产品市场销售和成本控制措施有明显成效，通信智能卡发卡量和毛利同比大幅增长。公司mPOS、读卡设

备产品实现批量供货，公司将把握市场机遇努力使mPOS、智能POS等新一代POS产品成为公司新的收入、利润增长点。受益于

“营改增”政策的推动，公司税控盘销量同比大幅增长，生活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即将纳入“营改增”及未

来手机等掌上开票设备的创新为公司税控业务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在线教育业务发展策略持续加大教育云业务的市场拓展力度。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承接了浙江省、福

建省、四川省、辽宁省、吉林省、宁夏、广东省、武汉市、沈阳市、宁波市、济南市、宜昌市、肇庆市、柳州市、霍林格勒

市、克拉玛依市等约30个区域教育云平台建设、运维/运营项目。公司在以“三通两平台”为十年规划建设目标的国家教育

信息化领域继续保持领先的市场地位。在政策的支持下，各级政府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在线教育to B（教育主管

部门、学校）业务的市场蓬勃发展。2016年公司将在“云+端+服务”战略的指引下，围绕客户需求通过自主开发、业务合作

和资本运作等方式不断完善和拓宽教育业务产品线，打造生态链，并在持续扩大教育云平台区域覆盖范围的同时加强与公司

在线教育业务战略定位相匹配的服务到校的运营体系建设，使教育云平台服务、核心应用及资源服务收入实现较大规模增长。

在线教育业务是公司当前最核心的服务业务，公司将从多方面确保其资源投入，努力实现该业务的发展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与手机芯片厂商、手机厂商、NFC及指纹模块提供商、支付等安全应用提供商建立合作关系，推动

采用公司安全解决方案手机产品的落地。目前有多款采用了公司基于TEE安全解决方案的手机即将发布。公司开发的手机安

全解决方案支持目前市面主流的手机安全技术（如TEE、eSE、TSM、Token、HCE等），具备安全应用管理和多应用部署的优

势。2016年随着加载指纹识别模块手机的逐步普及，预计以TEE为代表的手机安全服务市场将可能爆发。公司将把握市场机

遇，发挥技术、产品及安全应用经验优势，加强与移动终端厂商和安全应用提供方的合作，逐步向安全应用平台运营商迈进。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武汉擎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了《“信e付”业务合作协议》，双方在中信银行全

国各分支机构共同推广“信e付”平台产品。截至报告期末，武汉擎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与中信银行全国二十多家分行建

立了合作渠道，针对快消品、物流等供应链行业企业及商户的业务推广速度正在加快。公司将努力争取尽早获得第三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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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通过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扩大公司供应链O2O+金融支付服务业务的用户数及收入规模。 

报告期内，为充分调动子公司经营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推动公司服务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在子公司层面陆续

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子公司武汉天喻通讯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1月更名为“武汉天喻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和湖北百旺金赋科技有限公司已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其他子公司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正在推进中。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定向增发工作，募集资金发展在线教育业务。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于2016年2

月底终止了定增方案。公司将继续以自有资金及其他融资方式筹集资金确保相关业务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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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卡 1,182,877,331.41 303,489,930.80 25.66% -0.23% -19.79% -6.25百分点 

技术服务与开发 129,552,941.66 83,558,737.58 64.50% 18.37% -2.63% -13.91百分点 

终端 147,140,414.91 55,901,348.66 37.99% 392.88% 388.86% -0.31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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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88.07%，主要由于市场竞争加剧，金融IC卡产品市场销售价格同比下

降，以及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影响，原材料进口业务产生了较大的汇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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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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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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设控股子公司武汉天喻聚联网络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内，公司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均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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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