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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3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2016-029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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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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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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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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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5 年末总股本 32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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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泰电源 股票代码 3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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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晓华 徐坤 

办公地址 上海市张江高新区青浦园天辰路 1633 号 上海市张江高新区青浦园天辰路 1633 号 

传真 021-69758500 021-69758500 

电话 021-69758010 021-69758012 

电子信箱 irm@cooltechsh.com xukun@cooltechsh.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上市之初，公司董事会即提出“一主两翼，投资助推”的发展思路。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逐步形成集团化、多元化的业

务架构。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板块涉及智能环保电源设备、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领域。 

1、智能环保电源设备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智能环保电源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并为客户提供技术咨询、培训、安装、维

修等售前、售后服务，产品形态包括标准型机组、静音型电站、车载电站、挂车电站、方舱电站、混合能源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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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备用电源，公司产品可在市电网络突发故障时保障重要设备的电力供应不发生中断，可广泛应用于通信、电力、交

通运输、银行金融、医院、酒店等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的行业。作为移动电源，公司产品可在通信、电网设施建设、检修

或发生故障时，以及石油勘探、海外工程施工、户外电视转播、抗险救灾等野外作业场合提供临时或应急性电力供应，可应

用于通信、电力、石油石化、工程等行业领域。此外，在东南亚、中东、非洲、南美等市电网络尚不健全的地区，公司产品

可替代市电，供应日常生产生活用电。 

2、新能源汽车业务板块 

公司自2014年起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着力打造新能源核心部件制造和运营服务两个平台。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捷星新能源的核心技术包括电芯成组技术和电池管理系统技术，处于新能源整车制造核心环节，作为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研发制造平台，为整车厂商提供动力锂电池系统。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捷泰新能源作为新能源汽车运营管理平台，根据客户需求，联合整车厂的生产条件和资源，为企业和

客户提供新能源汽车定制服务、租赁方案和整车购买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运营管理、维修保养、充电设施建设运营、车

联网服务和金融服务。 

3、节能环保业务板块 

节能环保产品方面，公司的燃气发电机组产品以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为燃料，可通过模块集成实现热电联产、热电冷三联

产，使总体能源效率大幅提升，综合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且满足国家对低碳、节能、减排的要求；公司的混合能源

产品，可根据具体使用工况的自然环境，进行柴油、蓄电、风能、太阳能等能源形式的优化配置，形成多种组合形式，为客

户提供更加绿色、节能的电源解决方案。 

节能服务领域，公司参股公司智光节能重点开展工业节能领域业务，为客户提供发电厂节能增效、工业电气节能增效、

工业余热余压发电等节能服务解决方案，帮助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等行业客户实现系统节能增效，提高客户整体运营效益。 

此外，公司积极关注主业及相关多元产业的投资机会，布局新的业务领域，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主营业务、

新能源汽车业务与投资业务的同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联合上市公司大众交通，在青浦区共同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未

来将为新能源汽车业务及公司相关业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形成产业联动，增强现有主营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和客户粘性，为

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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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356,328.89 634,535,345.95 28.81% 465,874,31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214,903.49 31,327,232.52 31.56% 20,126,36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679,469.35 28,201,851.16 33.61% 19,564,371.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7,551.78 -6,423,328.57 135.30% 64,093,57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0 30.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0 30.0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6% 3.37% 0.99% 2.19%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357,848,005.41 1,151,437,447.04 17.93% 1,076,890,37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4,290,239.00 938,898,601.29 1.64% 923,045,7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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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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36,047.08 178,208,996.30 191,444,839.73 315,366,44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24,477.21 9,236,699.12 3,229,268.06 22,724,45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35,977.21 8,660,265.64 2,718,039.10 20,565,18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12,936.63 -4,133,592.04 -37,672,853.16 56,286,9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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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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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泰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6.64% 149,240,000 118,680,000   

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6% 41,464,000 34,098,000   

汕头市盈动电气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4% 16,128,484 12,178,86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

－个险投连 
其他 1.61% 5,155,700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其他 0.72% 2,3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1,691,600 0   

银河资本－西部证券－银河资本－盛世

景新策略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1,500,000 0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融·盛世

景新策略 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9% 1,255,000 0   

北京乾元泰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乾元

泰和复利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1,0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843,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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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整合优势资源，进行全球布局，完善了营销网络及架构；发挥

产品服务优势，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通信领域的优势地位；发掘潜力客户，开辟了海外市场新局面；加大力度开展混合能源

产品的研发和营销工作，节能环保领域业务取得实质性进展；开展新能源汽车业务板块的全国拓展工作，在核心部件制造销

售和新能源汽车租售运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继续推进管理提升工作，由单一公司管理向集团化管理进行转变，初步实

现多领域协同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81,735.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81%，其中营

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内，国内主营业务收入销售额为61,819.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58%；报告期内实现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21.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56%。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国内通信领域业务持续稳定增长，行业优势进一步凸显。公司抓住大数据和云计算带来的市场机遇，积极拓展通信市场，

取得了良好成果；进一步加大力度拓展数据中心机房备用电源领域的市场空间，为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加强电力、核电、石油石化、混合能源产品等行业和市场领域的人员配置，在相关行业尤其是核电和混合能源业务

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使主营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加强海外市场布局，业务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公司加强海外市场布局，完善了业务团队，进一步明确了海外业务部门

分工；在海外市场拓展代理商网络，进一步丰富海外业务渠道；积极发掘潜力客户，与海外电信设备供应商实现直接销售，

出口业务得到有效拓展。为公司海外市场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和国内外市场收入构成的平衡奠定了基础，为公司主营业务的持

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支撑。 

开展产品线优化工作，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公司将各产品线进行优化组合，明确重点产品线，突出主推和优势产品；

与主要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加强对主要配套件供应商培育和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客户服务队伍的统一管理和调配，

有效利用服务资源，提供服务效率。从标准化生产、控制成本、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综合提升产品竞争力。 

强化研发及市场拓展工作，燃气机组和混合能源业务取得突破。公司进一步开展燃气机组和混合能源产品的设计开发和

研发成果产业化工作，为节能、环保领域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加强相关市场拓展力度，燃气机组产品取得较大金额

订单，混合能源产品在海外项目配套中实现批量销售，为燃气机组和混合能源产品的优化和市场推广奠定了基础。 

开展多元化产业布局，初步形成集团化业务架构。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产业布局工作初见成效，经过前期研发及市

场拓展，控股子公司捷星新能源的产品和技术得到了众多汽车厂家的认可，业务实现了较好的发展；捷泰新能源作为公司新

能源汽车业务板块的运营管理平台，积极开展相关区域的新能源汽车运营推广业务。经过前期布局工作，公司初步确立了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节能服务领域，公司前期投资的广州智光节能有限公司经营业绩实现大幅增长，

为公司带来了良好的投资收益。公司在上海市青浦区与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上海青浦大众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为捷泰新能源汽车公司向客户提供衍生金融服务准备了条件，未来将在新能源汽车业务及公司相关业务中

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从而丰富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条线和服务内容，形成产业联动，增强现有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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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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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低噪声柴油

发电机组 
656,156,585.28 130,732,740.10 24.88% 10.45% 22.89% 6.97% 

新能源汽车及动

力电池 
199,826,516.06 47,818,966.77 23.93% 100.00% 100.00% 100.00% 

合计 766,037,804.01 160,077,356.35 20.90% 28.95% 50.48%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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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81,735.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81%，其中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内，国内主营业务收

入销售额为61,819.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58%；报告期内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21.49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31.56%。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营销市场拓展，母公司营业收入保持平稳；控股子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公

司对外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较大，致使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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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捷星新能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1家公司，因新设增加上海捷泰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苏州捷胜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福州捷腾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JD PACIFIC PTE. LTD.、上海捷

泰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捷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广东捷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福建捷泰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湖北捷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安徽捷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安徽捷泰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天津捷泰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深圳捷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13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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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