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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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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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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8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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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通科技 股票代码 30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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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黎明 尚绪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万兴路 86-5 号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万兴路 86-5 号 

传真 010-57961616 010-57961616 

电话 010-57961617 010-57961616 

电子信箱 hengtongsaimu@sohu.com hengtongsaimu@sohu.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以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为核心产品的、可循环再利用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组装。 

在传统木塑复合材料技术的基础上，公司通过改性技术研发和生产的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不仅

具有传统木塑复合材料的优点，同时具备建筑材料所需的物理性能。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应用于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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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建造领域，公司已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共同制定了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在房屋建造中的应

用标准。 

公司以木塑复合墙板作为墙体材料、以轻型钢结构等建筑结构材料作为结构体系，并配套室内外装饰

材料等建筑功能材料，为客户提供木塑集成房屋部品部件产品，同时提供组装及配套建造服务。 

（二）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以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为核心的墙体材料以及建筑结构材料、建筑功能材料

等房屋建造必须的部品部件。此外，公司还生产木塑建筑模板和木塑日字龙骨等建筑施工材料。公司主要

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墙体材料 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 

建筑结构材料 U型扣槽、钢筋桁架楼承板、C型钢、H型钢 

建筑功能材料 室内装饰材料 屋面板、装饰板、室内地板、门窗型材等 

室外装饰材料 合成树脂瓦、外墙挂板 

户外景观材料 户外地板、栏杆、围挡板 

建筑施工材料 木塑建筑模板、木塑日字龙骨 

公司主要产品按照用途分为墙体材料、建筑结构材料、建筑功能材料和建筑施工材料，覆盖了房屋建

造、室内外装饰、户外园林景观、建筑施工等应用领域。 

公司使用上述产品进行集成和组装成木塑集成房屋，主要应用于城镇房屋建筑领域及临时建筑领域，

其中：城镇房屋建筑包括低层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办公楼、厂房以及文化建筑、体育建筑、医疗建筑、

园林建筑等公共建筑；临时建筑包括政府安置建筑、商业临时建筑、企事业单位临时办公与生产建筑等。 

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的具体情况如下： 

1、墙体材料 

公司生产的墙体材料主要是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该产品是公司的核心产品，是以PVC塑料为

基料，粉煤灰、尾矿砂或石粉等为无机集料，经防腐和防虫蛀处理的木质纤维为抗裂增强材料，掺加阻燃

剂等助剂经挤出成型的轻型墙板。该墙板为木塑复合材料的升级产品，是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改性技术所

生产的新产品，已通过国家认证的专业机构测试，其物理性能满足了建筑材料的要求。 

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是一种新型节能环保的墙体材料，主要应用于建筑物的内隔墙及低层建筑

的外围护墙。该墙板具有自重轻、强度高、防火、防水、耐腐蚀等性能优点，满足了建筑领域的应用需求。

该墙板规格经过模数化设计，安装简便，能够减少现场工耗和物耗，降低施工和材料成本。此外，该墙板

还可循环再利用，相比传统的建筑材料，具有降低生产能耗、减少资源消耗、减少建筑垃圾等节能环保优

点。公司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共同主编了《建筑用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应用规程（CECS286：

2015）》。 

2、建筑结构材料 

结构材料主要是构成建筑物受力构件和结构所用的材料，包括钢筋桁架楼承板、C型钢、H型钢、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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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槽，产品规格和连接点均根据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与公司共同编制的《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条板

建筑构造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参考图集（15CJ28）》进行标准设计，与公司自主生产的木塑复合墙板及其他

部品部件准确匹配，产品强度高、耐久性好，主要应用于木塑集成房屋的钢结构，属于配套产品。 

3、建筑功能材料 

（1）室内装饰材料 

室内装饰材料主要采用木塑复合材料，包括屋面板、室内装饰板、室内地板、门窗型材等，室内装饰

材料产品种类丰富，规格齐全，具有绿色环保、防水、防潮、防虫蛀、安装简便、可循环再利用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室内装饰领域。 

（2）室外装饰材料 

室外装饰材料主要包括合成树脂瓦和外墙挂板等产品。合成树脂瓦主要应用于建筑物屋面，外墙挂板

主要应用于建筑物的外墙装饰面，上述材料具有轻质、色彩丰富、保温隔热、防火、防水、耐腐蚀、耐冻

融、安装简便、可循环再利用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室外装饰领域。 

（3）户外景观材料 

户外景观产品包括户外地板、栏杆、围挡板等，具有轻质、色彩丰富、防火、防水、耐腐蚀、安装简

便、可循环再利用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市政园林建设、工程施工围挡、会议展板等领域。 

4、建筑施工材料 

公司生产的建筑施工材料主要是木塑建筑模板和木塑日字龙骨，该产品是独立的木塑模板应用体系，

主要应用于现浇混凝土结构施工成型。木塑建筑模板具有表面光滑、强度高、周转次数多、防水、防潮、

耐腐蚀等优点，并可完全回收再利用，有效地降低了建筑施工过程中的物耗和工耗，降低了建筑施工的综

合成本。 

公司生产的墙体材料、建筑结构材料、建筑功能材料和建筑施工材料，覆盖了房屋建造、室内外装饰、

户外园林景观、建筑施工等应用领域。为培育市场及规模销售公司墙体材料、建筑结构材料和建筑功能材

料等，公司目前主要采用木塑集成房屋成套产品销售方式，并为客户提供组装和配套建造服务。 

木塑集成房屋是以公司工厂化、标准化生产的木塑复合墙板为墙体材料、以轻型钢结构等作为整体结

构连接，同时配套室内外装饰材料等，并依照标准组装图集或客户需求快速组装而成的成套产品。木塑集

成房屋具有安全稳定、建造速度快、节能环保等优点，主要应用于城镇房屋建筑领域及临时建筑领域，其

中：城镇房屋建筑包括低层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办公楼、厂房以及文化建筑、体育建筑、医疗建筑、园

林建筑等公共建筑；临时建筑包括政府安置建筑、商业临时建筑、企事业单位临时办公与生产建筑等。 

（三）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集中采购机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需的大宗原材料和其他辅助材料均由公司采购部负责采

购。采购部在经营预算目标指导下，根据订单及各部门物料需求，形成中短期采购计划。在供应商选择方

面，采购部运用ERP管理系统，按规定在合格供应商范围进行询价或竞价招标，确定最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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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根据销售部与客户签订的合同，由生产部填写《生产计划单》确认库

存数量并安排生产。公司针对不同类型的产品、部品部件采用不同的生产方式：针对标准通用型部品部件、

常用产品或构件，公司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平滑高峰期产能限制，采用大批量生产方式，例如木塑复合墙

板、合成树脂瓦以及建筑结构材料等；此外，针对不同客户对产品多样化的要求，公司采用多品种、小批

量的生产，例如室内地板、户外地板、装饰板、栏杆、围挡板等建筑功能材料，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和

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对于木塑集成房屋成套产品的生产，主要部品部件均采用了通用型的模数制设计，在工厂加工成标准

成品，并进行预组装，运输至现场后直接按设计图及组装工艺集成。此种产业化生产建造方式大大提高了

工程施工效率和自动化程度，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房屋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目前主要采用区域平台式销售模式，目前已在北京、新疆地区建立生产基地，搭建了区域销售平

台，以区域销售平台覆盖周边地区市场。公司将有序地复制区域销售平台，逐步建立全国乃至跨国销售网

络。 

公司产品销售模式主要分为两类： 

（1）直接销售模式 

公司直接销售的模式主要分为直接销售单类产品（集成房屋部品部件）和直接销售木塑集成房屋成套

产品两种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1）单类产品（集成房屋部品部件）主要采用直接销售的模式。公司主要销售对象为建筑施工企业、

装饰企业、直接终端用户等。 

2）木塑集成房屋成套产品主要采用直接销售的模式。公司通过承接木塑集成房屋项目的方式销售成

套产品，主要客户为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城乡居民等。销售流程主要包括承接订单、整体方案策划、

产品生产加工、组装服务等阶段，为客户提供木塑集成房屋全套产品，以及组装和配套建造服务。 

（2）经销模式 

4、盈利模式 

公司盈利主要来源于产品销售、组装及配套建造服务两个方面。 

在产品销售方面，公司主要销售墙体材料、建筑结构材料、建筑功能材料和建筑施工材料等新型建筑

材料，以及木塑集成房屋成套产品，上述产品是公司主要的盈利来源。公司产品销售方式主要采取单类产

品（集成房屋部品部件）销售和木塑集成房屋成套产品销售；为大规模推广公司核心产品无机集料阻燃木

塑复合墙板，公司主要以木塑集成房屋成套产品销售为主要销售方式，并为客户提供组装和配套建造服务，

一方面可以起到培育市场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还可以配套销售公司其他相关建筑结构材料和装饰材料

等，为公司下一步大规模、多渠道推广公司新型建筑材料奠定了市场基础。  

在组装及配套建造服务方面，针对公司承接的木塑集成房屋成套产品销售订单，公司根据不同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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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通过专门成立的组装子公司，为购买木塑集成房屋成套产品的客户提供后续的组装及配套建造服务，

并收取相关费用。专业、高效的组装及配套建造服务为公司成套销售木塑集成房屋系列建筑材料提供了有

力的售前和售后支持。 

（四）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公司产品属于新型建筑材料行业，新型建筑材料是在传统建筑材料基础上产生的新一代建筑材料。新

型建筑材料需要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具有时代性，符合现代建筑的要求；二是节能环保，符合生态化特点，

有利于社会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升高，而传统建材对能源和非金属矿资源依赖很大，

制造水泥、玻璃、陶瓷、石材、墙体材料和保温绝热材料都会造成大量的煤炭、天然气资源和非金属矿资

源的消耗。因此，为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污染问题，国家通过相关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积极推

广使用有利于降低资源消耗的新型建筑材料，促进节能环保和产业结构调整，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

时，为了降低建筑过程中的能耗和污染问题，国家积极推广住宅产业化政策，鼓励发展通用部品部件，逐

步形成系列开发、规模生产、配套供应的标准住宅部品体系，提高住宅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住宅的整体质

量，降低成本、物耗和能耗。 

报告期内，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行业发展，这些政策的持续落地将有力推动新型建材行业的发

展。 

2015年4月14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制定了《2015年循环经济推进计划》，计划提出实施绿色建筑

行动，积极开展墙体革新工作，明确要求印发《关于加强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管理的通知》，研究修订

新型墙体材料目录，加强分类指导，引导新型墙体材料健康发展。研究推进“十三五”墙材革新工作思路。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推行低碳化、

循环化和集约化，并将新材料列入大力推动的重点领域。公司的产品节能环保、可回收再利用，契合国家

的产业政策方向，这一政策对公司的研发创新及市场推广具有积极的影响。 

2015年8月1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公告，批准《工业化建筑评价标准》为国家标准

（GB/T51129-2015），自2016年5月1日起实施，这是住宅产业化推行15年来首部国家标准。 

2015年11月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结合棚改和抗震安居工程等，开展钢结

构建筑试点，扩大绿色建材等使用”。 

公司以轻型钢结构等作为整体结构、以木塑复合墙板为墙体材料的木塑集成房屋，自重轻、施工速度

快，材料还可以实现循环利用，在国家倡导住宅产业化、绿色建筑及工业化建筑的背景下，将持续释放政

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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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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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450,660,218.07 415,289,984.51 8.52% 355,556,09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482,891.13 62,324,116.01 -30.23% 61,362,33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34,364.02 56,057,374.47 -44.10% 55,959,95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583,592.97 52,749,914.80 -214.85% 101,369,802.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7 -37.84%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7 -37.84%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14.85% -8.38% 17.0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140,751,354.32 945,898,149.74 20.60% 725,744,91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2,335,500.10 447,536,745.57 70.34% 388,390,6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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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6,420.87 170,403,042.16 101,953,448.03 149,257,30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38,248.49 25,080,880.67 2,643,577.58 20,596,68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01,798.22 24,480,373.33 -589,592.63 15,045,381.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659,125.93 -26,335,585.26 -18,120,238.44 90,531,3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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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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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志强 境内自然人 39.67% 77,228,100 37,371,753 质押 37,371,753 

北京晨光景泰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84% 30,835,200    

北京市中科燕

山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6% 20,556,800    

金石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有 3.75% 7,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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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法人 

张劲松 境内自然人 3.00% 5,840,000    

江靖 境内自然人 2.25% 4,380,000    

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睿进 5 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2% 2,367,304    

周信钢 境内自然人 1.02% 1,980,84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2% 1,409,900    

周晨 境内自然人 0.58% 1,138,8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6 名原始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其他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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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量下降，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低迷；国内GDP 增

速“破7”，创1990 年来的新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出现2000 年以来首次负增长，经济筑底过程仍

在继续。中国经济“三期叠加”新常态没有改变，去产能、去库存的压力依然存在。公司管理层也明显感觉

到成本及回款等经营压力，在董事会的带领下，公司专注主业，通过积极开拓市场，仍保持了收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066.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52%；实现利润总额6,112.73万元，较上年

同期降低24.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348.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23%。 

1、海内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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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走出去”的步伐迈得更快更稳，随着公司销售能力和品牌知名度的提高，海外业务迅

速扩大，订单签约量和海外销售目的地国家数量都增长较大，截止2015年底，公司产品已经进入亚洲、欧

洲、非洲、澳洲和美洲五大洲十几个国家的市场；此外，公司在销售服务和海外组装指导等方面的能力也

有了显著提高，这一切都为未来海外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公司将把海外市场拓展作为未

来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合作建厂、设立办事处或其他合作方式迅速扩大海外

市场规模。国内市场积极发展代理商，2015年新增代理商14家，覆盖山东、山西、河北、湖南、江苏、江

西、内蒙古、河南、浙江、甘肃、辽宁、贵州、广东、海南等多省市。 

2、研发能力持续提高，培育了更多的未来增长点 

公司持续重视技术研发工作，不断提高的研发实力将为公司未来发展抢占技术制高点，储备发展潜能。

报告期内，公司新取得专利授权14项。在新产品的研发方面，三维物联一体化墙板的研发工作进展顺利；

在建造方式研发方面，公司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编制的《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条板建

筑构造参考图集》、《建筑用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板应用技术规程》已完成修订；《无机集料阻燃木

塑复合条板建筑构造参考图集（15CJ28）》实行日期为2015年5月1日，《建筑用无机集料阻燃木塑复合墙

板应用技术规程》（编号为CECS 286：2015）实施日期为2015年9月1日，原图集与规程同时废止。新修订

的图集与应用技术规程对整体房屋组装技术进行了改进，有利于提高装配化率。公司的研发工作都是瞄准

市场、贴近应用的，因此，这些研发成果都是公司未来潜在的利润增长点。 

3、生产基地稳步推进，布局更加科学清晰 

新疆吐鲁番基地2015年初完成建设并投入正式使用，当年完成了1,487.58万元的销售收入。新疆乌苏

基地募投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公司北京窦店生产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完成厂房建设，募投项目的各项软

硬件建设都在加紧进行，机器设备采购基本完成，正在进行研发、集成和管理软件开发工作，窦店生产基

地募投项目建设有望提前投产。两大基地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响应能力和竞争力。 

4、内控管理更加完善，生产管理更加科学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自身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和程序建设，完善及修订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规范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的管理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等制度，增强了公司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 

报告期内，订单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率和准时率接近100%，产品性价比更加突出，安全生产稳中有进，

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化水平有所提高，生产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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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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房屋 396,908,434.16 265,692,334.15 33.06% 2.00% 7.69%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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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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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5 年4 月2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具体如下： 

① 变更原因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发展，承接的集成房屋项目中个别项目无论从合同金额还是组装时间跨度与以往

集成房屋项目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为单个合同金额较大且不能分拆，同时组装时间跨度超过了12 个

月，因此，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公司经营情况，基于《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各项

要求，公司决定针对该类业务调整修改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②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内容 

公司对合同金额超过1亿元且组装周期超过 12 个月的集成房屋项目，在提供的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

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实现的收入；其他集成房屋项目均在房屋组装完成并

经建设方验收合格后，确认合同收入实现。 

（2）当期和各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影响金额 

公司当期和各个列报前期不存在此类业务，因此对当期和各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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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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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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