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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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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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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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远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38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文庆

曲建文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东路 1266 号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东路 1266 号

传真

025-69836118

025-69836118

电话

025-69836008

025-69836008

电子信箱

zhaowq@sciyon.com

qujw@sciyon.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立足于工业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行业，定位为国内领先的工业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在专注
于帮助客户实现自动化、信息化的同时，公司通过对行业发展的前瞻性判断并结合公司的竞争优势，将“帮助客户实现‘智能
化、信息化、节能化’”制定为战略发展目标。
在上述目标的指引下，借助于上市公司的有利平台，公司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产品线不断向智能化、信息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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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方向升级，本着“让工业充满智慧”的宗旨，目前公司业已形成了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和工业信息化两大技术体系，其中，
基于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技术体系，主要业务包括过程自动化系统、自动化仪表及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基于工业信息化技
术体系，主要业务包括工业信息化系统；基于该技术体系，公司开发出“慧联制造平台”，为推进工业4.0，实现工业智能化
与信息化做好了技术储备。
在工业自动化和工业信息化两大技术体系框架下，公司业务细分为四大类业务板块，如下图所示：

①工业信息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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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业信息化系统业务主要是在信息化技术平台架构上，以管控一体化（CMIS）为基础，结合行业应用特点，以工业
企业全面绩效管理为龙头，以智能化安全生产为主线，以全过程生产管控（MES/SIS）、全面预算管理、设备全生命周期管
理（EAM）、全面风险管理为核心，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所涉及的实时生产监控、人力、物资、产品、原材料、技术、设
备资产、环保、安全、成本、绩效、经营决策、行政办公等信息联系起来，涵盖了企业生产、安全环保、经营全过程的信息
管理，能够实时地掌握企业设备运维、生产技术、经营管控状况，业务管控以实时企业管理指令指导生产，以生产指令优化
底层自动化控制，达到规范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即时生产、降低企业成本、节能降耗、环保等目标，实现企业集约化、
流程化、规范化、智能化的管控营一体化业务应用。
随着公司信息化业务实力的快速增强，公司以领先的 IT 技术为企业提供全面完善的信息化产品，使企业将更容易建立
一个快速反映、有弹性、精细化、统一的信息化生产制造环境，帮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高运行效率，降低材料和人力等
资源的消耗。
②过程自动化系统
公司过程自动化系统是公司的传统产品，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所形成。过程自动化系统是面向生产过程的自动化
和控制，主要技术特点包括海量的数据采集I/O响应、多回路调节、安全性冗余设计、网络通信、数据与趋势分析等，同时
将生产过程与工厂信息化系统整合，使整个生产过程稳定、高效、安全、可靠地运行，减少人员操作。过程自动化系统主要
包括 DCS 或 PLC、自动化软件和技术服务，其中 DCS 由智能仪表发展而来。公司向客户提供集成控制解决方案、工厂优化
方案和面向特定行业的应用程序，涉足的领域包括电力、石化、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帮助客户提高生产力，同时降低
能耗。
③自动化仪表
公司成立伊始，即开始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的研究、开发及生产，具有各种先进的研发设备和检测计量手段，并拥有
一批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开发人员和生产技术人员。经过十多年发展和技术沉淀，公司不断研究自动化行业的需求，逐步开
发、生产大量通用产品，现有主要产品类别为：电动执行机构、旋转机械在线监测保护系统、分布式能源计量监控系统及传
感器等。与专业的自动化仪表生产企业相比，公司依托工业自动化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可以直接将自主生产的自动化仪表产
品销售给下游用户，自动化仪表与过程自动化系统相辅相成，为集成控制解决方案的提出提供了有力支撑。
④机器人和智能制造
公司经过四年多的研发，已经形成了以“科远慧联制造平台”为核心，包括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器、伺服系统、变频器、
HMI 系列化的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品线，其产品特点是所有产品均有物联网接口，以鲜明的差异化特征开拓市场。 2014年
以来，公司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业务成长性良好，无论从产品质量还是产品种类，公司均获得突破，公司同时还完成了凝汽器
在线清洗机器人等新品的开发，推向市场后初步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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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591,659.07

314,303,317.38

34.45%

242,725,039.17

61,273,367.50

42,529,328.15

44.07%

32,211,984.71

54,271,124.58

38,059,907.57

42.59%

24,455,481.43

20,134,817.66

21,954,797.92

-8.29%

53,604,171.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1

42.86%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1

42.86%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

4.59%

1.79%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1,255,647,787.23

1,121,640,371.45

11.95%

1,071,194,882.21

980,062,383.83

943,619,570.63

3.86%

911,404,632.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68,564,008.28

98,485,318.74

102,309,354.69

153,232,977.36

3,109,135.32

21,690,134.96

14,531,415.72

21,942,681.50

2,714,527.19

17,859,329.98

14,534,781.87

19,162,485.54

-19,373,174.57

6,827,308.53

-3,684,449.77

36,365,13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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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4,243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5,52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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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耀

境内自然人

29.95%

61,097,400

46,816,200 质押

胡歙眉

境内自然人

25.83%

52,689,000

39,516,750

数量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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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耀

境内自然人

4.29%

8,750,000

7,492,500

胡梓章

境内自然人

1.97%

4,012,202

0

曹瑞峰

境内自然人

1.93%

3,933,600

3,850,200

王斌

境内自然人

1.52%

3,103,828

0

梅建华

境内自然人

1.23%

2,500,000

2,137,500

张勇

境内自然人

1.21%

2,465,652

2,036,814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中欧新动力
法人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0.78%

1,599,912

0

中信建投基金
－民生银行－
境内非国有
中信建投基金
法人
－德福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0.70%

1,430,200

0

刘国耀、胡歙眉、刘建耀、胡梓章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刘国耀与胡歙眉系夫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妻关系，刘建耀系刘国耀之弟，胡梓章系胡歙眉之父亲。截至报告期末，四人合计持有本公
动的说明
司 62.03%的股权。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王斌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103,828 股。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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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际国内市场环境依旧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仍在不断加大，但得益于多年深厚的研发积累与前期完善的产业
布局，在多重困难与挑战相互交织的2015年度，公司在传统的流程工业领域与重点布局的离散制造领域均实现较大突破，整
体业绩逆势上扬，取得了显著增幅。
报告期内，在流程工业领域，因公司过程自动化与信息化产品的性价比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加强，加之公司对
新行业的拓展工作进入收获期，使得公司该产业领域的订单量延续了2014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市场占有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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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在离散制造领域，因秉持“解决方案产品化”的市场推广策略，加之“科远慧联制造平台”的持续完善，使得公
司智能制造业务取得了诸多突破与业绩的亮点，实现了该产业领域的订单量同比实现较高增幅。
报告期内，备受关注的凝汽器在线清洗机器人市场推广情况达到预期效果，从产品运行情况及清洗效果的客户认可情况
来看，均取得了可喜的反馈。报告期内，该产品在目前国内各等级机组均实现了成功的试运行，从江苏省国信集团、协鑫集
团到中国大唐集团、中国国电集团、中国华电集团等国内五大电力集团都实现了首台首套的突破；国内第三方权威测试机构
——西安热工院对该产品运行情况进行了测试，并出具了权威的测试报告。这将对凝汽器在线清洗机器人产品在2016年的市
场推广工作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锅炉炉膛参数分布测量与燃烧优化系统产品已经完成产品定型测试，下一步即将进入市场
推广阶段，该产品有望成为公司继凝汽器在线清洗机器人产品之后又一“杀手锏”级产品，并将成为又一业绩增长点。此外，
助力发电企业实现工业4.0的智慧电厂完整解决方案逐步落地，成为引领行业未来发展的风向标，有望在未来成为另一业绩
亮点。
2015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实现营业总收入42,259.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45%，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127.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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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过程自动化系统

286,897,654.46

153,794,093.68

46.39%

26.79%

23.33%

1.50%

流程工业信息化
系统

47,477,253.36

24,536,821.73

48.32%

38.21%

39.32%

-0.41%

机器人和智能制
造

48,259,192.07

35,060,723.50

27.35%

227.77%

205.42%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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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828.83万元，同比增幅34.45%，营业收入增加主要是公
司过程自动化业务的市占率提升以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业务拓展初显成效所致。
(2)营业成本：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6,179.73万元，同比增幅35.29%，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营
业收入增加所致，增幅与营业收入增幅基本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110.94万元，同比增幅35.45%，营业税金增加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值税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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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销售费用：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510.47万元，同比增幅45.04%，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报
告期内公司新业务拓展以及销售分支机构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89.97万元，同比增幅45.00%，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报告
期内公司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6)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622.62万元，同比增幅33.72%，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
报告期内软件退税增加所致。
(7)所得税：报告期内所得税较上年同期增加610.28万元，同比增幅111.31%，所得税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
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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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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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闻望自动化有限公司为报告期新收购的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为65%；
2、南京科远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注册资金由600万元增至1000万元，控股比例由66.25%减少至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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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国耀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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