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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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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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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年度报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均出席会议并表决，没有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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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场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简称：

天涌科技；股票代码：430534。 

6、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永军（董事会秘书） 

电话：0772-2826088 

电子信箱：tyjnkj_2007@163.com 

办公地址：广西柳州市高新一路信息产业园 A 栋 A114 号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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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5,069,837.34 8,202,742.25 83.72% 

毛利率 59.38% 56.50%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80,679.23 2,503,993.64 58.9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745,883.00 463,305.16 708.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计算） 

17.41% 16.55% _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6.38% 3.20% - 

基本每股收益 0.25 0.18 38.89% 

项目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0,687,148.04 30,787,882.19 64.63% 

负债总计 21,328,227.24 14,409,640.62 48.0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358,920.80 16,378,241.57 79.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72 1.26 36.51% 

资产负债率 42.08% 46.80% - 

流动比率 0.39 0.41 - 

利息保障倍数 6.51 8.42  

2、股本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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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售股份总数 5,798,650 44.60% 2,623,665 8,422,315 51.0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637,900 12.60% -150,710 1,487,190 9.01% 

董事、监事、高管 2,150,450 16.54% -1,717,545 1,920,0948 11.64%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201,350 55.400% 876,335 8,077,685 48.9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5,003,700 38.49% 516,870 5,520,570 33.46% 

董事、监事、高管 7,201,350 55.40% -4,644,235 8,077,685 48.96% 

核心员工 - - - - - 

普通股总股本 13,000,000 - 3,500,000 16,5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7 

3、股东情况表（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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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售

股份数量 

1 梁华易 6,641,600 366,160 7,007,760 42.47% 5,520,570 1,487,198 

2 黄伟军 894,000 894,000 983,400 5.96% 943,800 3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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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力豪 1,066,000 -159,600 906,400 5.49% 906,400 - 

4 赖洁洪 390,000 259,000 649,000 3.93% - 649,000 

5 杜玲 400,400 161,040 561,440 3.40% - 561,440 

6 宋毅 200,200 350,020 550,220 3.33% - 550,220 

7 黄远疆 250,000 245,000 495,000 3.00% - 495,000 

8 陈琼 195,000 239,500 434,500 2.63% - 434,500 

9 陈元熹 390,000 39,000 429,000 2.60% - 429,000 

10 

南宁市仙蜜

壹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 385,000 385,000 2.33% - 385,000 

合计 10,427,200 2,779,120 12,401,720 75.14% 7,370,770 5,030,958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506.9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3.72%；

营业成本为 612.17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71.58%；利润总额为 436.95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6.49%，主营业务实现盈利，规模化效益凸显；

净利润 398.0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8.9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 916.8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3.46%。报告期内投资建设

项目 10 个（已竣工 5 个项目），累计已投入资金 1,108.67万元。 

公司继续专注于校园节能服务，以公司自有产品“校园节能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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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系统”为学校提供合同能源管理集中供热水节能服务，并在原有

技术、项目、各层面资源的基础上，在技术研发、财税政策、融资渠

道开拓等方面取得了实质突破性进展： 

1、市场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截止 2015 年 12月 31日，公司

已累计与 15所学校签订合同能源管理合同（共 24个项目），合同期为

10 年至 12 年，合同涉及年用水总人数增加至 63,596 人，涉及节能建

筑面积超过 40 万平方米。经竣工验收测算，公司在运营项目年均节约

能源费用比达到 72.67%,全年常规能源替代量超过 5000 吨标煤，节能

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2、技术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度贯彻“以项目运维经验和需求指导研发，

以技术提升项目运维管理能力，提高产品用户体验，促进项目智能化、

标准化，研发费用全面资本化”的研发管理思想。结合公司既定经营

目标，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全部资本化，申请科技计划课题项目

共计 2 项，获课题奖励补助 40.2 万元。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获得

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9 项、外观专利 1 项。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中心获得工信委技术认定, 该技术中心承担

了 2015 年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柳东新区科技计划“基于大数据分析

技术的再生能热水智能供应系统开发”项目，其中，与北京亚控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云分析智能节能监控平台”，已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验收。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研发中心已立项执行的研发项目共计 8

个，核心研发项目为“基于智能化热泵技术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基

于物联网技术的校园节能监控系统”“适用于集中消耗的大型水源热泵

系统控制方法”、“新型智能分户式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云分析智

能监控系统”、“污水源热泵系统的水处理技术”等，其中，“适用于集

中消耗的大型水源热泵系统控制方法”已经获得一项发明专利。 

另外，公司在报告期内作为广西第一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

标企业，开展了贯标制度建设、规范培训、各项制度流程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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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知识产权贯标作为公司核心技术发展保护的重要战略方针，深度与

各部门工作目标相结合，进一步规范企业管理、大幅提升企业风险控

制能力，为技术驱动型企业的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保障基础。 

3、人力资源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战略咨询合作，与战略顾问公司深度沟通，根据

公司战略目标，进一步简化组织结构，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

标准化要求，梳理修订内控风控关键制度、主营业务流程、组织关键

工作流，制定《核心员工管理制度》，形成了公司的核心员工管理方案。

通过薪酬结构调整稳定核心团队，并在各部门分别建立适当的绩效考

核制度，引导形成“创业型”“学习型”团队，提高员工工作绩效的同

时帮助员工成长。通过对中层骨干的培训和指导，提升了团队整体的

管理水平。 

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公司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创业理念，着力构建团队

的“创业精神”及节能减排的使命感，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员工的团

队意识普遍增强，创业精神得到员工的理解和领会，有效地提高了团

队的凝聚力。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在册员工总数50人(含子公司3人)，

其中，天涌科技人数 47 人，较 2014 年同比增加 29.79%。报告期内，

新增签定知识产权承诺书 47 人，进一步完善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报

告期内，工资、社保及福利费用支出 199.25 万元。 

4、公司对外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与华南理工大学、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就合作建立“能源高效利用与节能环保技术”联合研发中心签定

合作协议。全力推进与外部研发团队、高校研发部门、实验室及产业

链下游厂家在研发、技术孵化平台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报告期内，为完成“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再生能热水智能供应系统

开发”项目，深度推进公司智慧节能战略落地，公司与北京亚控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云分析智能节能监控平台”，已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验收。 

5、流程管理及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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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主营业务标准化、流程信息化、产品服务智

能化的“三化”工作，继续开发基于 ERP 管理模式的企业信息一体化

管理平台，目前该平台已进入第四期上线调试阶段，在该平台的开发

过程中，公司全员参与，针对合同能源管理主营业务流程进行优化梳

理，开发目标是通过信息化集成，将公司内部控制管理、项目投资、

项目建设、项目管理、信息共享、远程监控、POS 机收费管理系统与

ERP 管理模式融合，提高公司合同能源管理及内部控制管理的风险控制

能力，提高公司全流程运作效率，借鉴生产企业标准化、精细化管理

思维，充分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打造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规划、

融资、投资及项目管理、内部执行、风险控制能力。 

6、税收优惠政策 

 （1）根据《税收优惠事项确认通知书》（柳市高新国税确字[2012]1-2

号），天涌科技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0】110 号文）

关于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

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即 2008年

至 2010 年），第四年至第六年按照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即

2011 年至 2013 年）税收优惠事项，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 

 （2）根据《税收优惠事项确认通知书》（柳市高新国税确字[2013] 5 

号），天涌科技符合财税[2011]70 号文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

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要求，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 

（ 3）根据《税收优惠事项备案通知书》（柳市高新国税备字

[2012]5-3-1-6 号），天涌科技报送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

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事项审核通过，自 2008年 1 月 1日起

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4）根据《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柳市高新国税通字[2013]0863 号），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局关于

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0]110 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自 2013 年 8月 1 日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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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中转让给用能企业增值税应税货物暂免

征收增值税。 

7、融资渠道开拓 

报告期内，新增贷款总额 1,388 万元。其中，较本年度上半年新增获

得交通银行质押贷款 48万元，保证贷款 320 万元；桂林银行柳州分行

信用借款 300 万元；农村信用合作社保证借款 270 万元；柳州银行保

证借款 200 万元；南宁瀚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保证借款 100 万元；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保证借款 150 万元。 

作为在新三板挂牌的公众公司，公司具有股权融资的便利性。公司在

报告期内进行了两次股票定向发行，首次发行股票 200 万股，每股 3

元，融资总额 600万元，定增程序已经于 2015 年 7 月 7日完成；第二

次发行股票 60 万股，募集资金 300 万元，定增程序已经于 2016 年 1

月完成。公司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机构，不仅是融资金，

更是融资源，为公司发展和治理提供了有利条件。 

未来，随着新三板市场规则日趋完善，公司还将选择发行可转债、优

先股等融资工具，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资金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金用途为：项目建设、管理规范化、技术

研发三个方面： 

（1）投资建设桂林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民族

高级中学初中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高级中学扩容项目、柳州市第

八中学、贺州学院扩容、横县第二高级中学，共计 6 个 EPC 校园节能

热水智能供应系统项目。 

（2）完成 ERP 系统两个平台模块的搭建，并上线调试。 

（3）6 个研发项目进入研发实施期。新增 1 项软件著作权研发项目。 

    综上所述，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总体上符合预定目标，基本完成

原定经营计划。本年度内公司经营计划未出现重大变化。 

（二）经营计划或目标 

1、市场及推广计划 

（1）市场开发方面：2016 年，公司将在原市场开发计划的基础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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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并购方式，深耕广西市场，大力拓展华南、华北市场，迅速占领

市场资源，充分调动目标市场产业链资源，推进区域代理制，充分整

合优质技术及业务资源，深度开拓目标区域校园节能市场。 

（2）品牌推广方面：公司借助外脑资源，梳理 VI、品牌及公共关系传

播相关事项，将 PC官网结合企业微博、服务微博、企业微信公众平台

及服务型 APP，充分整合节能监控系统、ERP 系统，构建自媒体结合产

品服务、公司管理、节能监控管理的一体化平台，为市场开发收集市

场数据、沉淀服务数据，进一步为市场开发打下坚实的品牌基础。积

极参与各项博览会和政府公益活动，举行各项爱心公益活动和节能宣

传活动，汲取外界节能服务行业信息和弘扬爱心、节能环保文化。 

2、研发计划 

（1）校园节能热水供应系统：2016 年，公司将继续深入研发后端智能

系统（AI）部分，该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新型智能控制器”已经初

步投产，此控制器全面整合了我公司原有单片机控制程度、传感器及

信息收集技术、无缝传导技术，将物联网技术与节能监控平台高效结

合，在原校园节能热水供应系统前端增加智能模块后，该系统将能完

成一系列智能化动作，自主学习并修订控制指令，优化系统运行方案。

2016 年，此套系统将完成试运行调试修正、数据试收集并整体上线应

用。 

（2）污水源热泵系统的水处理及余热回收技术：污水源热泵系统作为

一种理想的可再生性清洁能源，具备水流量大、水量与水温相对稳定、

温度适宜等特点。生活污水将成为公司校园节能热水供应系统重点发

展的低温取热源。与其它热源相比，原生污水源热泵系统的关键技术

与难点在于防堵塞，防腐蚀，防污染及提高污水源热泵技术的换热效

率。公司将潜心研发原生污水源热泵系统成套技术，在原有技术上不

断创新，真正解决污水源热泵系统的堵塞与腐蚀这个世界性难题，让

污水作为热泵系统的冷、热源真正能够大规模应用起来。 

（3）新型智能分户式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新型智能分户式可再生能

源供热系统采用的是水源热泵供热技术进行研发，公司与广西工学院

联合共建实验室，与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联合进行人才培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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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此系统采用循环式能源端到户系统，每户独立加热，独自供热，

分户计量，保证了用户 24 小时打开龙头即出热水，确保了热水付费的

合理性和工程系统长期运营的经济性。该套水源热泵热水系统所供给

的热水温度峰值可稳定保持在 80℃以上，制热系数峰值 4.7,在空调供

冷季节，该系统冷热联供的效能比达 1:7 以上。就用户而言，比传统

电加热节能 70%以上，比太阳能或空气源节能 30%以上。该系统与目前

市场上的空气能热水器相比，还有体积小、价位适中的优点，该系统

目前已经获得两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 5项，1 项已经进入

实审阶段。 

3、人力资源计划 

    2016 年全面完成公司组织体系构建，运用矩阵组织管理模型重塑

组织结构，消除部门墙，打造职能网格，并同时匹配组织管理、核心

经营流程梳理，完成薪酬制度、团队激励制度、OKR 结合 360 绩效管理

制度的梳理和修订，协助运营单元完成运营管理制度及相关配套激励

制度、流程图册说明书及关键部门工作手册的修订和完善，为后续快

速发展打下坚实的规范基础。 

    为满足发展需要，在人员编制安排上，2016 年公司将考察确定首

席技术官、运营总监、实验室总工程师及部分核心中层管理、核心产

品战略岗位人选。公司研发模式将在原有“公司研发中心+战略合作实

验室+技术顾问”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合作高校之间的研发合

作关系，多元化合作模式，充分运用政策资源，为此，公司将为研发

中心配置 2 名中级研发工程师以配套实验室对接需求，为外部顾问提

供支持和技术对接；技术应用中心将增设 2 名工程设计和内部实施监

理人员；校园节能服务中心将按 10 个项目配置 1 名客户服务人员、5

个项目配置 1 名维护经理、1 个项目配置 1 名现场维修维护员的编制要

求进行增加，同时，针对代理商制度构架的搭建，配置 1 名市场拓展

总监、2名区域市场经理。 

    进一步建全适应公司发展需求和育人、留人需求的人力资源机制。

预计 2016 年末公司固定劳动关系人员规模将达到 62 人。另外，配合

研发项目需要，增加 1 至 2个合作实验室，其中，实验室高级工程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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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册暖通工程师 3 人，预计 2016年末，公司实验室合作研发人员

规模将达到 33 人。 

4、资金来源计划 

（1）借贷融资：2016 年，银行融资 2,000 万元，其中 1,200 万元为信

用贷款； 

（2）股权融资：2016 年，通过做市及股权定向增发达成部分融资需求，

计划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3,000 万元。 

（3）政策资源：2016 年，申报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及两化融合项目，

计划募集项目扶持资金 300万元，贷款贴息 200 万元。 

    上述资金将用于拓展华南区关键区域校园节能服务市场、EPC 项目

投资建设、校园节能监控系统上线及业务纵深推进、原有项目技术升

级及公司 ERP 系统开发建设、品牌建设及推广。 

提示：该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请各位投资者对此

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并且应当理解经营计划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本期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

算方法未发生变更。 

（二）本年度内未发生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或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三）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四）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编号：致同审字(2016)第

450ZB0011 号）。 

 

 

广西天涌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