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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竞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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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

2015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黄小东 

电话:021-58731616 

电子信箱:xd@gentek.com.cn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秋月路 26号 8幢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5年 2014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190,940,749.97 230,870,860.50 -17.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753,137.83 70,944,660.35 -12.96% 

营业收入 74,736,256.06 144,192,346.61 -48.1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99,522.52 88,764.29 -10,576.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62,046.89 -852,541.03 1,068.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57,501.10 -33,410,20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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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 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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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1.1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0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0 0.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45 1.67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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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0,198,374 47.35% 20,198,374 47.3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658,874 15.67% 6,658,874 15.67% 

董事、监事、高管 7,383,874 17.37% 7,383,874 17.37% 

      核心员工 240,000 0.56% 240,000 0.56%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2,301,626 52.47% 22,301,626 52.4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9,976,626 47.00% 19,976,626 47.00% 

      董事、监事、高管 22,301,626 52.47% 22,301,626 52.47%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42,500,000 - 42,500,000 - 

股东总数 247 

注：“核心员工”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界定；“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挂牌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同时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的除外）。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姓名 

股东 

性质 

期初 

持股数 

期内 

增减 

期末 

持股数 

期末持股比

例 
限售股份数 

无限售股份

数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 

1 朱建宾 境内自然人 13,979,250 - 13,979,250 32.89% 10,484,438 3,494,812 __________ 

2 范凌君 境内自然人 12,656,250 - 12,656,250 29.78% 9,942,188 3,164,062 __________ 

3 黄小东 境内自然人 2,900,000 - 2,900,000 6.82% 2,175,000 725,000 2,900,000 

4 李良 境内自然人 875,000 566,000 1,441,000 3.39% - 1,441,000 __________ 

5 李志勇 境内自然人 1,456,000 -66,000 1,390,000 3.27% - 1,390,000 __________ 

6 杨传钧 境内自然人 1,350,000 - 1,350,000 3.18% - 1,350,000 __________ 

7 陈宇 境内自然人 675,000 - 675,000 1.59% - 675,000 __________ 

8 石志英 境内自然人 404,000 -4,000 400,000 0.94% - 400,000 __________ 

9 刘建宇 境内自然人 405,000 -5,000 400,000 0.94% - 400,000 __________ 

10 杨凤志 境内自然人 - 400,000 400,000 0.94% - 400,000 __________ 

合计 34,700,500 891,000 35,591,500 83.74% 22,151,626 13,439,874 2,900,000 

注：“股东性质”包括国家、国有法人、境内非国有法人、境内自然人、境外法人、境外

自然人等。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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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 

3.2 竞争优势分析 

从报告期的公司业务的发展来看，我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治理结构完善，内控严格 

公司目前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三会健全，组成人员能够积

极认真的履行相应的职责，定期召开三会，维护公司大政方针。公司内部依依托 SO9001 管

理体系，通过加强内控建设，在总结和完善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优化公司内部管理系

统。公司秉承“技术让用户放心，服务让用户满意”的经营理念，依托成熟的质量管理体

系、营销管理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以建设一流企业为目标，有效整合市场、技术、人才

上海竞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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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源，积极引进外部先进的管理经验，有效发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致力于企业、员工共

同发展，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使得公司产品品牌形象得以迅速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内部财务管理、质量管理和合同运营管理三项管理机制的控制，

使公司运营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项目质量和资金流动的效率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原

有客户合同额和新增客户合同的比例不断得到改善，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得到有效的提升，

有效奠定了公司的竞争优势。 

（2）高效的营销体系和市场拓展能力 

2015年公司在原有营销管理模式基础上，加大市场营销力度，积极推进上海和国内其它市

场的经营业务。报告期内，公司除了巩固了在上海视频安防集成市场的地位以外，还在大

连等地顺利开展了轨道交通视频监控集成项目。同时，还与上游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共

赢关系，强大的技术支持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项目执行能力使我公司成为国际、国内安

防产品的主流厂商区域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共同发展的前提下有效地实施了市场的拓展

工作。 

（3）增加技术升级的投入，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在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今后三年的战略发展目标和规范。把做强主业、占领行业更大的

市场份额作为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在不断加大市场拓展的基础上，增加视频分析和智能视

频前端设备的研发作为技术研发的主要发现。公司新开发的具有自主品牌的电子警察系统、

卡口系统、违停系统已经通过无锡市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认证资质，并

在用户单位投入使用。上述项目的完成标志着公司从纯系统集成商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

自主品牌的综合业务提供商进行转变。 

3.3 经营计划或目标 

本公司将在 2016年抓住外部市场扩展带来的良好机遇，努力发展，继续保持公司在客户基

础、技术积累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技术研发、业务模式转型、资本运作等方面的举措，实

现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对新三板市场的政策支撑政策将逐步落实，我公司将利用

已新三板挂牌的优势条件，谨慎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共赢，将企业做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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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化的。  

4.2 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2014年 12月，本公司之原控股子公司山东竞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召开关于“山东竞天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的董事会会议，并形成了“鲁竞（2014 )董字 001

号”董事会决议，拟增加注册资本至 2,000.00 万元；2015 年 1 月 15 日山东竞天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同意上述增资事项。本公司不参与此次增资事项，增加注

册资本后本公司所持山东竞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变更为 30.00% ,已失去对其

的控制权，因此从 2015年起不再将山东竞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公司对山东竞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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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 2015

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海竞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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