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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908                                                公司简称：京运通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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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考虑公司长远发展与股东投资回报，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当前总股本 199,681.7701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人民币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79,872,708.04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京运通 6019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道远 赵曦瑞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

路158号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

路158号 

电话 010-80803979 010-80803979 

电子信箱 ir@jytcorp.com ir@jytcor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国内大型半导体设备及光伏精密设备制造商之一，是目前国内少数能够同时大规模生

产多晶硅铸锭炉、单晶硅生长炉和区熔单晶硅炉等光伏和半导体设备的厂家，公司的这三类产品

在性能、质量、售后服务及市场占有率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2012 年以来，公司响应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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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号召，开始积极参与国内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至今装机量已达一定规模，并积累了丰

富投建经验。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亦有涉足，主要产品为区别于传统钒钛系脱硝催化剂的稀土基

环保脱硝催化剂；公司另设有环保工程公司，主营环保工程研发、设计、技术转让、安装调试运

行及项目总承包。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发电、新材料和节能环保四大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务：主要包括光伏及半导体、环保设备的设计研发及制造。公司产品包括单晶硅

生长炉、多晶硅铸锭炉、区熔单晶硅炉、晶体下拉炉、还原炉、金刚线开方机、金刚线切片机、

多晶子锭自动检测机器人系统等。其中单晶硅生长炉、多晶硅铸锭炉主要应用于光伏领域，区熔

单晶硅炉可用于生产半导体材料。 

新能源发电业务：主要为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其中光伏发电包括地面光伏发电及分布式光

伏发电。近年来公司大力发展新能源发电业务，装机容量不断提升，该项业务的发展不仅能为公

司提供长期稳定的现金流，还具有显著的节能环保效益，符合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强调的绿色

发展理念。 

新材料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多晶硅锭及硅片、区熔单晶硅棒，其中多晶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

领域，区熔单晶硅棒具有纯度高、抗压性好等优点，可满足大功率电子器件的应用需求。 

节能环保业务：主要包括蜂窝式脱硝催化剂的供货及全寿命管理、SCR 系统一体化服务、脱

硝及除尘等环保工程的设计研发和安装调试运行；主要产品为新型高效环保的烟气脱硝催化剂产

品，具有环保、高效、无二次污染等明显优点。该稀土基 SCR 烟气脱硝催化剂，主要应用于燃煤

电厂、水泥、钢铁、玻璃等生产领域的烟气氮氧化物治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国家发明专

利若干项，同时获得产业化创新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国家支撑计划等多项政府补助和资金支持。

随着催化剂替换高峰期的来临及未来电力超低排放和其它工业窑炉烟气排放新标准的推进实施，

脱硝催化剂的用量还将持续增加，SCR 脱硝技术将进一步广泛应用，公司产品的销售和推广或将

受益于此。 

通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公司已形成技术密集型业务与资金密集型业务协同发展、互相促

进的经营模式，稳定性与进取性兼顾：一方面，公司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力度，在高端

装备、新材料和节能环保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另一方面，重视发展新能源业务，充分利用

上市公司融资平台，大力推进电站建设，保障了公司未来稳定发展的现金流基础。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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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1,988,184,532.68 10,572,194,524.26 13.39 5,400,379,490.41 

营业收入 1,812,992,135.52 1,582,602,744.83 14.56 694,816,34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58,007,453.66 224,542,993.71 14.90 114,979,29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8,992,106.71 162,584,957.71 16.24 12,524,26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253,065,312.39 6,074,930,566.77 2.93 3,766,333,08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2,885,940.28 -260,031,108.03  不适用  -324,535,104.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3 0.00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3 0.00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19 4.59 减少0.40个百分点 3.0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60,578,479.09 573,777,504.02 338,132,891.39 440,503,26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1,349,810.18 131,950,095.96 67,492,205.28 -42,784,65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8,528,388.29 128,319,722.93 59,096,676.20 -96,952,68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3,311,440.46 -47,063,182.32 92,608,037.90 570,652,525.1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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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0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09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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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 减 量 (%)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性质 

北京京运通达兴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0 1,148,023,808 57.4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0 54,695,431 2.74 0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51,418,098 2.58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0 50,761,420 2.54 0 无  国有法人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0 27,921,637 1.40 0 无  国有法人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0 27,921,637 1.40 0 无  国有法人 

宝盈基金－浦发银行－平安

信托－平安财富*创赢六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0 27,411,167 1.37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惠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 27,347,716 1.37 0 无  其他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宝聚

昌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735,685 26,183,096 1.31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16,982,200 0.85 0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京运通达兴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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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

式 

交易场

所 

北京运通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

行 2016 年

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京

运 01 
136788 2016.10.24 2021.10.24 1,200,000,000 4.00% 

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

利；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息到

期还本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北京京运通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

16 京

运 02 
136814 2016.11.03 2021.11.03 1,200,000,000 3.98% 

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

利；到期一次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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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息到

期还本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聘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 16 京运 01、16 京运 02 公司债进行评级。根据联合信用评

级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

（联合[2016]394 号），《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

评级报告》（联合[2016]1270 号），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公司公开发行的 16 京运 01/61

京运 02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均为 AA。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公司发

布年度报告后二个月内完成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可能导致信用

等级变化的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6 年 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47.54% 42.27% 增加 5.27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8.22 8.69 -5.41 

利息保障倍数 2.41 2.87 -16.03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12,992,135.52 元，同比增长 14.5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58,007,453.66 元，同比增长 14.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88,992,106.71 元，同比增长 16.24%；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3 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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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16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一级子公司共 59 户（含本年度处置及注销子公司），详见本

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25

户，减少 8 户，详见本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公司名称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焕培 

日期 2017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