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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7                              证券简称：蓝盾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8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到指定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网站地址为：

chinext.cninfo.com.cn；chinext.cs.com.cn；chinext.cnstock.com；chinext.stcn.com；chinext.ccstock.cn。 

 

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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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70,685,0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盾股份 股票代码 3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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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桂 危永荧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 16 号自编 1 栋 2101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 16 号自编 1 栋 2101 

传真 020-85639340 020-85639340 

电话 020-85639340 020-85639340 

电子信箱 lee_bluedon@163.com weiyy@chinablued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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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成立于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网络信息安全领域，以“国际一流的信息安全企业”为战略

远景，致力于成为我国智慧安全的领导者。公司构建了以安全产品为基础，覆盖安全集成、安全服务、安

全运营的完整业务生态，凭借安全产品、安全集成、安全服务、安全运营“四位一体”联动发展的经营模

式，为各大行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信息安全整体解决方案。同时，公司也瞄准了信息安全外延不断扩大的

趋势，通过收购国内领先的电磁安防厂商华炜科技快速进入物理安全领域，积极构建“大安全”产业生态

版图。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安全及安防产品 

信息安全产品方面，公司创建性地提出了“主动、自动、联动”的“动立方”产品理念，并形成了完

整的“智慧安全”产品体系，目前拥有边界安全、应用安全、移动安全、安全审计、安全管理等5大类别

60大系列100多个型号的产品，各项产品均通过国家公安、安全、保密、军队等权威主管部门检测认证；

电磁安防产品方面，公司主要专注于为军工及航空航天、轨道交通、通信等专业特种领域开发定制产品，

能够提供防护元件、防护产品、防护装置、接地产品、防护组件、组合产品等全系列产品。 

（二）安全及安防集成 

随着我国信息化及互联网化的深入发展，客户对信息安全的需求已不仅仅停留在安全产品堆叠的层

面，更需要把安全作为系统搭建的基础及核心考虑因素之一，从而构建智能、联动、全面、可感知的整体

安全防护体系。公司作为国内最早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目前已在政府、教育、应急、军工、

医疗、电信、金融、交通、电力、制造业等十多个行业形成成熟的一站式安全解决方案，并通过行业化营

销的方式，在各大行业迅速渗透。 

（三）安全及安防服务 

信息安全服务方面，公司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包括分级保护、等级保护、安全咨询、安全评估、

安全加固、安全培训、安全巡检、应急响应、策略管理、安全托管监控等全方位的专业安全服务；电磁安

防服务方面，公司能够提供防护工程设计、防护工程施工、防护系统监测、电磁辐射监测、雷电预警、风

险评估等电磁安防工程服务。此外，公司作为国际云安全联盟成员之一，探索出了以CloudFence云防线平

台为首的安全运营模式，服务于政府、电信等行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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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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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00,925,196.89 524,904,499.06 90.69% 395,366,35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452,531.65 35,302,789.86 238.37% 31,963,28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685,066.37 32,450,891.51 216.43% 12,743,38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958,168.61 35,544,858.85 212.16% 49,937,839.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7.78%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7.78%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9% 5.06% 6.83% 4.7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256,662,527.56 1,314,648,499.63 71.66% 1,088,703,88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2,745,944.76 713,228,490.23 74.24% 680,865,7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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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73,031.76 180,506,623.21 240,344,120.59 430,401,42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97,213.74 20,616,093.43 34,148,985.36 54,390,23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72,929.45 17,104,222.77 23,473,265.00 57,234,649.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722,451.13 -20,200,645.89 -102,998,559.46 388,879,8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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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3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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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宗贵 境内自然人 18.44% 179,008,904 137,625,274 质押 159,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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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宗庆 境内自然人 18.33% 177,952,544 136,833,004 质押 137,458,000 

深圳市博益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9% 114,400,000  质押 114,400,000 

张远鹏 境内自然人 1.93% 18,711,660 18,711,660 质押 13,1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62% 15,699,865    

田泽训 境内自然人 1.49% 14,470,746    

史利民 境内自然人 1.14% 11,110,048 11,110,048 质押 6,740,000 

林仙琴 境内自然人 1.08% 10,462,214    

陈娟娟 境内自然人 0.87% 8,410,160    

潘加波 境内自然人 0.81% 7,823,3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柯宗庆和柯宗贵为兄弟；田泽训、林仙琴、陈娟娟、潘加波、黄秀玉、黄丽爱、陈海涛、田

汉镇、周俊驹、田少武共 10 位股东系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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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领域的历史性机遇逐步显现，公司在行业快速发展的东风下，有效实施了年度经营

计划，实现了经营业绩的快速增长。公司持续推进“大安全”产业发展战略，不断加快内生增长及外延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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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步伐，积极开拓市场，大举研发创新，形成和巩固了公司“智慧安全领导者”的市场地位。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092.52 万元，同比增长 90.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45.25 万元，

同比增长 238.37%。 

报告期内，公司运营情况如下： 

（一）研发创新方面 

1、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 9,151.10 万元，较上年增长 24.90%。 

2、积极探索新兴技术方向。报告期内，公司在不断完善、升级原有产品体系的基础上，在云计算、

大数据、虚拟化、SDN、高并发、分布式平台架构、WIFI 审计、移动安全、量子密码、工业 4.0 安全等新

兴技术方向上积极投入研发力量，并在实际项目中逐步得到应用。其中，公司首款自主研发的移动安全产

品“蓝盾安全卫士”正式上线并获得公安部颁发的销售许可证，该产品集网银安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

通信安全、防垃圾短信、防骚扰电话、防吸费、手机加速、紧急求救等功能于一身，为公司产品进入移动

互联网安全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此外，公司还相继与国内知名高校成立了工业 4.0 安全实验室及量子密

码联合实验室，有助于公司在相关领域进行产品化探索。 

3、形成智慧安全平台体系。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主动、自动、联动”的“动立方”产品理念，着

力推进产品平台化，除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平台、大数据安全管理平台、业务监控平台、教育实训平台外，

还在国内首创了“智慧安全平台”，该平台包含了智能分析引擎、智慧主动防御、智慧自动内控等几大核

心组织，并使用了反扫描技术、蜜罐技术、反向拍照技术、安全仿真机器人技术、大数据智能分析等技术，

有效解决了客户安全感知和安全体验方面的痛点。 

4、加强重点行业产品的研发整合。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求，针对重点行业的相关产品进

行了进一步研发整合。如针对保密行业，形成了内网保密系统、保密检查系统、接入保密检测器、互联网

门户网站检查系统等系统体系；针对教育行业，形成了云安全实训平台、网络安全竞赛平台、安全研发平

台、渗透平台等平台体系。 

5、知识产权成果丰富。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专利5项，新增软件著作权2项；子公司蓝盾技术新增软

件著作权4项；子公司华炜科技新增专利7项，新增软件著作权3项。截至报告期末，蓝盾股份拥有专利19

项，软件著作权125项；蓝盾技术拥有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111项；华炜科技拥有专利50项，软件著作权11

项。 

 

（二）市场拓展方面 

1、销售业绩大幅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092.52 万元，同比增长 90.69%。 

2、重点行业的案例效应不断深化。行业化营销是公司切入重点行业的重要方式，而在相关行业的典

型案例则是公司抢占市场的有力武器，报告期内，公司在多个重点行业形成了典型案例，而这种案例效应

也在持续发挥着作用。如在分级保护领域，公司重点推进广东省内的检察院、纪委、机要局等分级保护项

目，该等项目一般体量较大，未来分级保护项目也将在全国各省市全面开展；在教育行业，乘着“网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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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安全”升级为一级学科的东风，公司与国内众多高校、职校展开合作，建设了一批信息安全实验室，举

办了一系列信息安全攻防大赛，安全实验室项目预计也将在今后数年迎来建设高峰期；在应急行业，公司

陆续切入省、地市、区县各级政府应急平台项目，并逐步推进安全生产应急、三防应急等项目；在公安行

业，除了大量传统的网络安全产品和安全集成需求外，公司还在公安警务云项目等方面形成了典型案例。 

3、渠道销售模式全面铺开。根据信息安全行业的特点，报告期内，公司在广东省外全面推行渠道销

售模式，签约的渠道数量超过 65 家，并在销售业绩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该种营销模式下，公司在省

外实行大区制管理，在各行业和区域深化推进网格化管理，营销效率得到了较快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的

安全产品收入达到 31,888.46 万元，同比增长 245.08%，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达到了 31.86%；而来自华南

以外区域的收入占比也从上年的 13.76%明显提升至 21.32%。此外，借助子公司华炜科技在国防军工、轨

道交通等行业渠道，公司的安全产品也切入到部分军队总部项目。 

4、入围中直机关及中央政府集中采购项目。报告期内，子公司蓝盾技术多款产品相继入围了中共中

央直属机关 2015 年信息类产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采购项目及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 2016 年信息类产

品协议供货采购项目，显示出中央国家机关对公司技术实力的肯定，相关集中采购名录往往是地方政府采

购的风向标，对公司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进入总部级项目及重点的地方级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三）投资并购方面 

1、完成与华炜科技的重组实施工作，实现并表。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华炜科技

100%股权的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有序推进该重组方案的实施工作，华炜科技自 2015 年 6

月起正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推动了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而华炜科技也顺利达成了

2015 年的业绩承诺。同时，公司积极推进与华炜科技的整合工作，在业务渠道、技术研发、资质申请等方

面的协同效应也逐步显现。 

2、推进与中经电商及汇通宝的重组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再次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本次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中经电商和汇通宝 100%股权，交易总对价为 11 亿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中经汇通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616 号），相关资产的过户事宜正在办理之中。根据中经

电商及汇通宝 2015 年来的发展趋势，重组完成后，将有望显著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加速推进“大安全”

产业发展战略。 

3、增资及投资设立多家子公司。报告期内，根据业务拓展需要，公司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对全资子

公司蓝盾技术进行了增资，其注册资本增加至2亿元，蓝盾技术作为公司的业务主体之一，其项目拓展能

力获得大幅提升，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5.54亿元，同比增长122.35%；报告期内，为支持控股子公司蓝盾乐

庚在应急领域的业务拓展，公司以自有资金1,200万元对其进行了增资，蓝盾乐庚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

3057.74万元，同比增长97.36%；报告期内，公司分别投资1,000万元在北京、广西、深圳三地设立全资子

公司，以便在当地独立开展经营活动，拓展全国化业务布局；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750万元投资设

立蓝盾新微，占该公司75%的股权，蓝盾新微在报告期内已完成VTS雷达产品的研发设计工作，公司将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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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进入海洋安全防御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500万元投资设立汇青科技，占该公司50%股权，汇

青科技专注于青年大数据终端应用产品开发及相关业务，已承接广东志愿者（志愿时）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广东青年之声互动社交综合服务平台、广东青年大数据交互中心等项目的需求调研、开发升级、运营维护

等工作；此外，公司拟以自有资金7,450万元发起设立康美保险，占其14.9%的股权，在“健康中国”的大

背景下，康美保险主要专注于健康保险业务，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康美保险正在办理相关筹建、设立事宜。 

 

（四）公司管理方面 

1、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控股股东及高管完成增持计划。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参与对象主要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核心研发、管理人员，有利于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

稳定，统一公司、股东及员工利益；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增持计划，增持金额合计为 2,001.81 万元，

该次增持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地发展。 

2、运用多种融资方式保障公司拥有充足的运营资金。由于公司业务规模增长迅猛，加上信息安全产

业园等项目建设，公司所需的运营资金增多。报告期内，除了通过银行授信融资，公司也推行了各种再融

资方式，如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1.3 亿元，通过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3 亿元。以上

融资渠道保障了公司拥有较充足的运营资金，为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创造了有利

条件。 

3、积极开展员工培训，不断完善薪酬机制。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系统性的产品培训及其他各类业

务培训，员工的整体业务水平大幅提高，研发人员、销售人员及售前人员之间的紧密度不断提升，同时公

司也定期对营销渠道进行培训，为销售业绩的快速提升打下了良好基础；随着公司营销模式的升级，公司

对员工特别是营销人员的薪酬机制及绩效考核机制进行了科学合理的改革、完善，并且应用国际成熟的营

销管理体系，使所有销售数据可视可控，提升了营销效率，有利于销售目标的达成。 

4、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十分注重股东利益，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两

期利润分配方案，使公司股东获得了合理的回报；公司持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保持各种沟通渠道畅通，

报告期内公司共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 14 场，并能及时发布调研沟通情况记录；报告期内，公司加入了中

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并当选为该联盟的常务理事单位，同时公司参加了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第三届

云安全联盟亚太年会、2015 广东省大数据应用与安全高峰论坛、第十六届中国信息安全大会等一系列高端

会议和论坛，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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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及安防产品 318,884,575.23 116,468,760.34 63.48% 245.08% 386.27% -10.64% 

安全及安防集成 634,077,465.10 483,995,144.32 23.67% 59.15% 79.15%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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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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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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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3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子公司名称 变更原因 

广东省南方信息技术行业研究院 新投资设立 

广东蓝盾新微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新投资设立 

北京京穗蓝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新投资设立 

广西蓝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新投资设立 

深圳中科蓝盾信息安全技有限公司 新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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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中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新投资设立 

广东汇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投资设立 

广州华炜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新投资设立 

广州华炜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东莞市华炜雷电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江西华炜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南京微润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东莞市新铂铼电子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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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