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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5                           证券简称：中科电气                           公告编号：2016-015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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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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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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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33,853,7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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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电气 股票代码 3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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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雄军 刘新谷 

办公地址 
湖南省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岳阳大道中科

工业园 

湖南省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岳阳大道中科

工业园 

传真 0730-8688895 0730-8688895 

电话 0730-8688891 0730-8688891 

电子信箱 huang631@126.com xingu.liu@163.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连铸EMS设备及起重磁力设备分别占公司营业收入的84%和13%，

连铸EMS设备为公司主导产品。该类产品主要包括：中间包通道式感应加热与精炼系统、多模式板坯连铸结晶器电磁搅拌

与控流器、板坯二冷区电磁搅拌器、方圆坯结晶器电磁搅拌器、方圆坯末端电磁搅拌器等，主要应用于钢铁行业钢铁生产过

程中的连续铸造环节，其功能在于优化连铸生产工艺、提高铸坯质量，减少柱状晶、内部裂纹、夹杂等不良问题的发生。鉴

于连铸EMS设备多为非标设备，因此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  

     目前，公司所处的电磁冶金行业领域处于成熟发展阶段，其所呈现的特点为：制造厂商众多，中、低端产品市场价格竞

争激烈、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同时，受下游钢铁行业不景气，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影响，产能利用率下降，众多厂

家纷纷采取了大幅度降价的手段来获取营销订单，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报告期内，公司凭借产品线的完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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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领先程度、产品质量稳定性方面在行业内的明显优势，稳居国内行业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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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34,799.68 207,068,149.41 -19.33% 255,726,15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26,421.98 53,290,263.63 -71.24% 71,627,80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61,416.48 23,982,875.52 -36.78% 36,254,113.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36,026.09 7,136,143.59 255.04% 14,314,296.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3 -69.57%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3 -69.57%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 6.20% -4.38% 8.9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956,846,536.63 1,013,433,835.10 -5.58% 1,088,841,30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2,620,199.78 850,713,672.22 -0.95% 833,403,3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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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8,278.86 54,006,168.94 30,466,816.74 46,053,53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21,745.55 9,058,306.81 380,145.53 -1,533,77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82,268.20 7,284,674.94 -1,826,295.42 3,720,768.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633.20 16,365,133.55 -2,479,274.18 11,720,7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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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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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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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 境内自然人 17.24% 40,306,500 30,229,875 质押 18,000,000 

李爱武 境内自然人 4.00% 9,358,749 7,019,062 质押 5,070,000 

禹玉存 境内自然人 3.31% 7,750,000 7,312,500   

陈辉鳌 境内自然人 2.57% 6,020,000 0   

邹益南 境内自然人 2.44% 5,700,000 0   

国联证券－民

生银行－国联

中科电气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92% 4,483,060 0   

陶冶 境内自然人 1.56% 3,650,000 0   

余强 境内自然人 1.33% 3,118,400 2,338,800   

诺安基金－建

设银行－中国

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诺安基

金中证全指组

合 

其他 1.28% 3,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七组合 
国家 0.96% 2,249,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余新与李爱武系夫妻关系，余新与余强系姐弟关系。余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余

新、李爱武的一致行动人。国联证券－民生银行－国联中科电气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股

系公司控股股东余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邓亮间接持股。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采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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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受公司下游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影响，公司获得的主营业务订单相应减少，收入

下降；同时，由于市场对钢材的需求减弱，钢材价格大幅下跌，钢铁企业资金紧张等问题，使公司货款回收难度加大，账龄

延长，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导致主营业务利润下降。因此，公司的主营业务在报告期内受到较大的冲击，中低端连铸

EMS及起重磁力设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实现营业收入16,703.48万元，比上年下降19.33%；实现营业利润1,024.11万元，比上年下

降75.95%；实现利润总额1,641.92万元，比上年下降72.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32.64万元，比上年下降71.2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凭借产品线的完整程度、产品技术领先程度、产品质量稳定性方面在行业内的明显优势，保持国内

行业龙头地位。根据公司对钢铁企业连铸EMS市场招投标情况的统计，截止到2015年年底，公司方圆坯连铸EMS市场占有

率60%左右，板坯连铸EMS 方面的市场占有率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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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铸 EMS 139,961,181.96 66,439,573.07 47.47% -10.14% -10.18% 0.03% 

起重磁力设备 21,088,578.06 4,323,158.02 20.50% -6.84% -7.87%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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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71.24%，主要原因为上年度转让所持子公司宸中置业100%的股权、中

科天中60%的股权，以及本年度转让所持子公司岳磁高新51%的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36.78%，主要原因为上年度现金管理为银行定期

存款，存款利息收入计入经常性损益，本年现金管理改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计入了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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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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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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4年6月3日出售本公司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岳阳宸中创业置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将该公司2014年1月至6月3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了2014年合并利润表。 

     2、公司2014年11月25日出售本公司所持有的子公司广东中科天中工业物联网有限公司60%的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将该公司2014年1月至11月25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了2014年合并利润表。 

     3、公司2015年12月31日出售本公司所持有的子公司湖南岳磁高新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将该公司2015年1月至12月31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了2015年合并利润表。2015年资产

负债表期初余额未作调整。 

     因以上因素导致合并范围变化，主要影响同口径数据如下表： 

 2015年 2014年 

营业收入（元） 167,034,799.68 201,442,52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26,421.98 49,536,71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61,416.48 23,982,87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336,026.09 8,799,350.96 

资产总额（元） 956,846,536.63 965,289,58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2,620,199.78 841,606,6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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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余新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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