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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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玲  

电话:010-67892288-1905  

电子信箱:linl@iat-atuo.com  

办公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东工业区双羊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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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285,671.40 387,294,311.67 23.7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28,187,594.26 167,173,675.85 36.50% 

营业收入  349,117,955.07 313,340,745.60 11.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23,502,593.23 -15,665,977.59 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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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468,702.15 -39,647,731.92 8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164,823.90 44,768,38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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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 -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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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22.7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0 242.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0 242.6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1.31 1.11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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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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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4,340  10.06%  15,909,340  9.16%  

 2、董事、监

事、高管 

-  -  3,982,500  2.29%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104,746,980  69.83%  109,196,980  62.87%  

无限售股份

总数 

119,831,320  79.89%  129,088,820  74.33%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30,168,680  20.11%  32,643,680  18.80%  

2、董事、监

事、高管 

-  -  11,947,500  6.88%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  -  -  -  

有限售股份

总数 

30,168,680  20.11%  44,591,180  25.67%  

总股本  150,000,000  -  173,68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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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特（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253,020  -  45,253,020  26.06%  30,168,680  15,084,340  -  

2  捷运企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971,105  -  25,971,105  14.95%  -  25,971,105  -  

3  双峰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183,105  -  15,183,105  8.74%  -  15,183,105  -  

4  GSR II IAT Holdi,Limited  境外法人  14,258,955  -  14,258,955  8.21%  -  14,258,955  -  

5  北京亦庄普丰兴业创业投资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56,000  -  9,756,000  5.62%  -  9,75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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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限合伙）  

6  E-FORD Limited  境外法人  9,722,520  -  9,722,520  5.60%  -  9,722,520  -  

7  林玲  境内自然人  -  8,450,000   4.87%  6,337,500  2,112,500  -  

8  张立强  境内自然人  -  7,480,000  7,480,000  4.31%  5,610,000  1,870,000  -  

9  上海明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17,045  -  7,317,045  4.21%  -  7,317,045  -  

10  北京弘达义茂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43,040  -  4,643,040  2.67%  -  4,643,040  -  

合计  132,104,79

0  

15,930,000  148,034,790  85.24%  42,116,180  105,918,6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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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911.80万元，同比增长11.42%，净利润

2,344.41万元，同比增长249.65%，在整个汽车行业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公司

收入和利润增速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根据公司业务分类统计，报告期内公司整

车设计开发类业务实现收入22,827.06万元，样展车试制类业务实现收入

7,037.68万元，动力系统开发类业务实现收入333.84万元，新能源汽车设计实现

宣奇武 刘剑 

阿尔特（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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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7% 

0.81% 26.06% 

19.8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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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4,193.51万元，其他业务实现收入519.72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在巩固传统整车设计、样展车试制业务的同时，继续发力动

力系统开发领域。公司参股的柳州菱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研发的V6型发动机

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在2016年量产。同时公司与智车优行等一批互联网公司合作

开发整车，积极拥抱互联网造车热潮。报告期内公司开展全新业务形态-改装车

业务，推出“一车多款、前置改装、精细化设计、纪念版与限量版、定制化服务、

个性定制”的运作模式。  

3.2竞争优势分析  

1、国际化的专业团队  

对于技术至上的汽车设计公司而言，优秀的人才永远都是企业在竞争中取胜

的关键因素。公司充分认识到了人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将打造一支卓越

的设计团队放到公司建设的首位。  

为了加快发展步伐，提高设计开发能力，公司聘请了30多名外国专家，签订

了劳动合同。除了签订劳动合同的专家以外，还有数十名专家为公司提供技术服

务，这些日韩、欧洲专家拥有日本三菱、韩国现代起亚、菲亚特等世界著名汽车

公司的多年工作经验，掌握了汽车整车及发动机设计开发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外

籍专家的加入，使公司设计开发能力得到了飞跃式发展，技术研发效率显著提高，

公司设计开发能力逐步接近国外汽车设计公司。  

2、优质的客户群体  

优质的客户群体是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公司自成立以来，致力于为

客户创造价值。公司技术实力雄厚，能够为大型优质客户提供设计开发服务，公

司的客户有一汽集团、东风汽车、北汽集团、陕汽集团等国内大型汽车制造企业，

该等客户汽车的产销量、营业收入及资产规模都在国内名列前茅。除去大型国企

以外，国内的很多合资企业也逐渐成为公司的可靠客户，如一汽大众、东风日产、

郑州日产等。  

3、强大的技术实力  

（1）领先的整车设计开发能力  

本公司从事产品策划、车型对标、总布置设计、造型设计、车身设计、底盘

设计、样车试制、CAE分析以及发动机及变速器开发等，业务线十分丰富，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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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提供一揽子设计开发服务，公司综合业务能力在国内汽车设计行业位列前

茅。本公司制定了严格的技术标准和完善的业务流程，使公司内部各项业务间联

系紧密，各部门技术人员配合默契，能非常高质高效地完成整车设计开发业务工

作。  

（2）卓越的汽车造型能力  

汽车造型是汽车设计开发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造型设计的原创性是汽车设计

能力的重要体现，对车型开发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汽车造型设计是公司

具有鲜明特色的优势业务。公司的汽车造型设计业务涵盖了造型构思、概念草图

设计、效果图设计、小比例外观模型制作、全比例外观模型制作、数字模型生成

的造型设计整体业务链。  

在造型设计过程中，公司坚持融合国际先进造型理念和中国本土文化精华元

素，所设计的车型既符合时代潮流，又能够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审美标准。同时，

公司将造型工程可行性分析作为造型设计中至关重要的参考因素，使得公司设计

的车型不但满足汽车消费者对美的追求，也能满足后续生产工艺性要求。  

在保持传统汽车造型优势的基础上，公司还加大对造型技术创新的投入，研

发中的三维实景造型仿真平台充分融合了云计算平台、三维材质、灯光仿真技术

等计算仿真先进技术，加强了设计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减少了对造型评估场地

环境的依赖，提升了造型设计的开发效率和成本优势。  

（3）先进的新能源汽车开发能力  

公司不仅进行传统汽车设计，还注重新能源汽车设计业务。新能源汽车是目

前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汽车企

业在未来汽车市场竞争中所占据的地位。自2008年本公司首次进军新能源汽车研

发领域以来，公司逐年加大在新能源汽车研发中的投入。公司已先后为一汽集团、

北汽集团、陕汽集团等国内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开发多款纯电动汽车。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有发生变化，变更情况如下： 

1. 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公司提供的汽车设计劳务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按以下原则确认收入： 

①合同约定计时提供服务并约定工时单价的，按经双方确认的工时结算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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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同约定的结算单价确认收入； 

②合同约定按阶段提供服务，并按阶段支付对价的，客户阶段性验收或者终

验时确认收入。 

公司提供的汽车设计劳务不能可靠估计的，如果已发生的成本预期可以得到

补偿的，按已发生的成本等金额确认收入、结转成本；如果已发生的成本预期得

不到补偿的，已发生的成本计入当期损益。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公司提供的汽车设计劳务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按以下原则确认收入： 

①合同约定计时提供服务并约定工时单价的，按经双方确认的工时结算单据

及合同约定的结算单价确认收入； 

②合同约定公司按阶段提供服务，客户按阶段支付对价的，在客户阶段性验

收时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额确认收入，并按阶段将已发生的成本结转成本。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提供的汽车设计劳务尚未执行完毕，尚未满足收入确认

条件的，不确认收入；已发生的成本预期可以得到补偿的，已发生的成本直接计

入存货；已发生的成本预期得不到补偿的，已发生的成本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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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发费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公司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时点为项目任务书获得管理层批准，在此节点之前研发支出予以费用化，在此节点之后符合无形

资产准则规定的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公司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时点为技术性能测试完成，在此节点之前研发支出予以费用化，在此节点之后符合无形资产准则

规定的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 

针对收入确认政策变更和研发费会计政策变更，公司对2014年的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对 2014年度的公司收入、管理

费用以及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如下表所示： 

年份 
收入 管理费用 净利润 

变更前 变更后 差异 变更前 变更后 差异 变更前 变更后 差异 

2014年 314,594,947.78 313,340,745.60 -1,254,202.18 50,180,846.26 110,158,480.52 59,977,634.26 15,223,751.41 -15,665,977.59 -30,889,7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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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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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江西阿尔特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和长春阿尔特汽车

技术有限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

范围。  

具体情况如下：  

2015年2月12日，江西阿尔特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成立，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360121210072174。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江西省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宣奇

武，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营业期限为2015年2月12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汽车整

车及发动机技术、汽车零部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及配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除外）销售。  

2015年5月5日，长春阿尔特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成立，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阿

尔特股份持有其100%的股权。营业执照注册号：220107000036163。公司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住所为高新区硅谷大街3355号超达创

业园8幢206B号房，法定代表人为卢金火，注册资本为30万元，营业期限为长期，

经营范围为汽车设计与技术研究；专业化设计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销售。  

4.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