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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0842        证券简称：长天思源        主办券商：中投证券  

广东长天思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

读同时刊载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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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年度报告，无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

计，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信息披露负责人：易干林   

联系电话：0757-63374248   

电子邮箱：TZZGX@GDCTSY.COM   

传真号码：0757-86089636   

邮政编码：528200   

办公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深海路17号瀚天科技城A区8号楼三楼302单元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4,023,419.62 32,888,457.15 33.86% 

毛利率 47.23% 36.92% 27.9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92,080.77 3,641,153.34 1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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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324,719.50 2,985,765.42 145.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5% 23.87% 76.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26 150.00%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0,245,075.78 41,594,929.16 20.80% 

负债总计 22,318,453.72 23,810,085.94 -6.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167,505.87 17,075,425.10 53.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87 1.22 53.25% 

资产负债率 44.42% 57.24% - 

流动比率 2.08 1.65 - 

利息保障倍数 - -  

 

 

 

 

 

 

 

2.2 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1、控股

股东，实

际控制人 

- - 2,975,000 2,975,000 21.25% 

2、董事

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

员 

- - 525,000 525,000 3.75% 

3、核心

员工 
- - - - - 

4、无限

售股份总

数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1、控股

股东，实

际控制人 

11,900,000 85.00% -2,975,000 8,925,000 63.75% 

2、董事

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

员 

2,100,000 15.00% -525,000 1,575,000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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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心

员工 
- - - - - 

4、有限

售股份总

数 

- - - - - 

总股本 14,000,000 - - 14,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序号 
股东名

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1 余 阳 11,900,000 - 11,900,000 85% 8,925,000 2,975,000 

2 梁文智 2,100,000 - 2,100,000 15% 1,575,000 525,000 

合计 - 14,000,000 - 14,000,000 100% 10,500,000 3,500,000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商业模式 

本报告期内商业模式没有变化，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一致。 

本公司主营业务是环境在线监控系统综合集成及运维服务。公司通过直销开

拓市场，以安装、调试为主进行系统集成，采用云计算和环保物联网技术，为环

保管理部门、污染源企业提供环境在线监控及运维服务。公司通过系统集成业务，

带动运维服务，又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运维服务，带动客户环境监控系统解决方

案的业务发展。 

公司采用“总部+区域子公司”的统一授权经营模式，通过标准化和规范化运作，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环境在线监控系统综合集成与系统运维服务。公司内部已形成

供应链管理、产品销售、集成实施、运维服务等四大模块，各模块相互配合，形

成连环相扣的运营链，构成公司完整商业模式。 

    截至目前，公司共有四家子公司，分别为：量源公司、和源公司、广州公司、

茂名公司。公司在上述各子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60%、51%、51%、51%，均为

控股股东。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量源公司是一家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建有标准化实验室并通过

了计量认证。其业务范围涉及污染源环境监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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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监测、室内空气和工作场所的空气质量监测、ISO认证系列环境监测、大气降

水和生活饮用水监测。目前通过广东省资质认定计量认证可开展的监测项目共

239项。量源公司属于经营性检测机构，对外提供认证范围内的检测业务。量源

公司同时也是长天思源的实验室，承担公司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及运维服务业务中

标准试剂、标样配置和实验室质量控制的责任。 

    和源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 VOC在线分析仪的研发及生产、VOC 综合治理日本

技术及装备引进及国产化、日本环境技术的中国孵化及推广。公司是和源公司

VOC在线分析仪的总经销单位。 

广州公司主营业务为承接广州地区的在线监控系统集成及运维服务业务。 

茂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承接茂名地区的在线监控系统集成及运维服务业务。 

公司为广州公司、茂名公司提供工程及运维的技术标准、系统解决方案支持、

技术管理与培训、核心仪器仪表统一采购与供货、质量管理与控制、财务监管等

工作。 

    公司制定了《广东长天思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下简

称《制度》），通过人员、财务及业务等多方面的制度建设，实现公司对四家子公

司全面有效的控制。 

    在子公司人员管理方面，《制度》对公司向子公司派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制定了详细规定；对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用、任命、辞退制定了详细

流程。 

    在子公司财务管理方面，《制度》要求子公司执行与公司统一的财务管理政

策和统一的会计制度。公司财务部负责对子公司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实施业务

直接管理、监督、指导。《制度》还对子公司对外借款、固定资产处置、财产抵

押、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对外投资、委托理财等的审批程序作出了明确规范。 

在子公司业务管理方面，《制度》规定了子公司业务服务方面须统一规范，

加强业务培训。公司在产品供应链、销售管理、工程实施、运维服务等主要业务

环节中，为子公司提供管理与支持。公司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现场监控手段，对

子公司业务质量统一进行监控。 

3.2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023,419.62 元，同比增长 33.86%；归属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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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净利润 9,092,080.77 元，同比增长 149.70%。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

司总资产 50,245,075.78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 26,167,505.87 

元。 

环保产业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随着新环保法实施，政府对环境污染管

控措施越来越严格，将有力推动环保在线监控行业的快速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公司将加强人才引进，加快技术开发，加快市场开拓，努力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的进一步扩大，公司的收入水平会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也将

进一步增强。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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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1）主要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2014 年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了基本准则和 8 项企业会计准则，除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 号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使用外，其他准则于 2014 

年 7 月 1 日（施行日）起施行。 

本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前述 7 项企业会计准则，在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可比期间各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

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

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对 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项

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

修订）》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39,986.76 

交易性金融资产 -339,986.76 

递延收益 1,600,00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600,000.00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

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对 2013 年 1 月 1 日/2012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财务报表列报（201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52,0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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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

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对 2013 年 1 月 1 日/2012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年修订）》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2,018.7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3 年

末和 2012 年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2013 年度和 2012 年度净利

润未产生影响。 

（2）主要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4.2 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4.3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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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天长思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