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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0                           证券简称：世纪瑞尔                           公告编号：2016-008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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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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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4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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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瑞尔 股票代码 3001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江滨 吴荣荣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2 号上地科技

综合楼 B 座九、十层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2号上地科技综

合楼 B 座九、十层 

传真 010-62962298 010-62962298 

电话 010-62970877 010-62970877 

电子信箱 ireal@c-real.com.cn ireal@c-real.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是铁路行车安全监控系统软件产品生产、开发行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营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铁路防灾

安全监控系统、铁路综合监控系统平台、铁路通信监控系统等产品的生产、开发、销售，以及相关系统集成、技术培训、技

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铁路行车安全监控系统软件产品是为高速铁路、既有铁路运输过程中使用的各类设备、设施及自然

环境提供安全保障的软件系统。 

公司依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对铁路沿线的设备、设施、自然环境做全天候的监测、监控和安全预警，为铁

路运输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作为中国铁路行车安全监控领域的领先者，世纪瑞尔对铁路部门在行车安全监控方面的需求有深

入了解，产品的开发、技术更新都紧密结合铁路发展的实际需要，产品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世纪瑞尔参与并见证

了铁路行车安全监控市场的发展。如今，铁路行车安全监控系统已发展成为铁路运输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与运行控制、

调度指挥、运营管理、客货营销同等重要的铁路核心信息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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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以来，铁路行车安全监控产品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参与行业竞争的相关企业有所增加，产品价格也出现下降

趋势。公司主要产品和竞争情况如下： 

1、铁路综合监控系统平台（含通信系统监控）产品的市场竞争情况 

铁路综合监控系统平台（含通信系统监控）产品是公司市场优势产品之一，在铁路市场广泛应用的时间超过10年，应用

范围包括高速铁路和既有铁路。报告期内，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领先。铁路综合监控系统平台（含通信系统监控）

产品领域的主要厂商包括本公司、中国软件等。 

2、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产品的市场竞争情况 

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是铁路市场的新型监控产品，2008年度开始在高速铁路市场大规模应用，公司在京石武客运专线

等高速铁路领域的项目陆续实施。铁路综合视频监控系统产品领域的主要厂商包括本公司、国铁华晨、辉煌科技等公司。 

3、铁路防灾安全监控系统产品的市场竞争情况 

铁路防灾安全监控系统也是铁路市场的新型监控产品，由于铁路部门对行车安全保障的重视，该产品自2009年度开始在

高速铁路市场大规模应用。铁路防灾安全监控系统产品领域的主要厂商包括本公司、江苏今创、辉煌科技等公司。 

     2015年，全国铁路运输安全保持稳定，建设任务圆满完成，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38亿元，投产新线9531公里，

其中高铁3306公里。客货运输改革深入推进，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25亿人，连续三年实现10%的增长。铁路走出去实现

新突破，一批境外项目取得重大进展。铁路总公司工作会议分析了“十三五”期间资产经营开发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出了“运

行高效、布局合理、资本增值、效益提升”的总体要求，同时还指出：推进铁路建设工作创新，确保优质高效完成建设任务，

保持建设投资规模，加大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的铁路建设力度。2016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00亿元。 

公司从事的铁路主营业务具有很大的潜力和市场，同时，也会带来激烈的竞争。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无论是什么行业，

必须能够顺应市场及其国家政策环境的变化，同时推陈出新，顺应时代和科技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环

境中博得一席之位。为适应新时代全球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公司围绕客户需求和技术领先持续创新，与业内伙伴开放合作，

聚集中国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为客户和全社会创造价值。基于这些价值主张，公司从立足工业监控领域，向铁路旅客

服务等多元化跨行业发展，致力于把公司建设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民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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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391,890,175.34 332,546,030.01 17.85% 236,849,77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782,600.59 125,073,335.29 -9.03% 64,529,02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497,644.23 73,272,314.48 -2.42% 56,407,84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7,149.27 2,908,678.75 -217.82% 35,768,28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0 0.230 -8.70%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0 0.230 -8.70%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1% 8.87% -1.16% 4.69%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706,614,276.34 1,624,280,082.40 5.07% 1,560,858,40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0,616,052.55 1,450,833,451.96 4.12% 1,379,760,116.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3,774,485.57 85,383,141.36 98,038,306.64 164,694,24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97,524.23 8,684,490.11 25,463,750.53 72,236,8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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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37,656.25 8,684,490.11 25,405,666.31 30,069,83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72,605.53 -7,509,571.28 -70,174,401.32 110,629,4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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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5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9,09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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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牛俊杰 境内自然人 21.11% 114,000,000 85,000,000   

王铁 境内自然人 21.11% 114,000,000 85,000,000   

濮文 境内自然人 1.07% 5,763,616 0   

青岛前进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1% 4,919,000 0   

尉剑刚 境内自然人 0.64% 3,440,000 2,580,000   

李丰 境内自然人 0.64% 3,440,000 2,580,000   

张诺愚 境内自然人 0.64% 3,440,000 2,580,000   

北京世纪瑞尔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59% 3,198,778 3,198,778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工

业 4.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7% 3,078,312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国有法人 0.57% 3,054,2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牛俊杰、王铁是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中

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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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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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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及2015年经营目标，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通过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在国内经济新常态发展的背景下，抓住行业发展的机遇，公司在积极拓展铁路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安防、电力、通信、

水利等其他业务的发展力度，营业收入实现增长。公司根据铁路市场变化趋势及客户的需求制定销售策略，对市场和行业技

术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合理安排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作，制定详细的订单执行计划，顺利的执行并完成了准神（电

力、牵引、接触网）等重点项目。同时，根据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继续跟踪、发掘、研究新产品，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1、经营业绩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1,890,175.34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85%；实现营业利润119514460.66元，较去年同期

下降9.01%；利润总额为135,574,406.49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8%；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15,463,499.21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7.77%；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427,149.27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7.82%。报告期末，公司

总资产为 1,706,614,276.33 元，较年初增加5.07%；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510,616,052.54 元，

较期初增加4.1%。2016年公司铁路业务的拓展，将对公司业务发展及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2、投资并购取得重大进展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对外投资与并购重组。  

    （1）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投资中电智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完成后公司占中电智联注册

资本的27.78%，中电智联成为公司参股子公司。              

    （2）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易程（苏州）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崇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景鸿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66.50%股权，共支付交易对价为31,872.50万元，其

中，以现金支付12,629.18万元，其余19,243.32万元对价由世纪瑞尔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该项目正在证监会审批过程中。 

     3、提升内部管理，启动员工持股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组织建设，在战略、投资、管理和服务方面职能进一步凸显；加大内控建设，规范内控体系，强化

内控制度梳理和完善，积极开展专项审计检查，实现内部审计全覆盖，督促各项问题及时整改；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加强外

部人才引进和内部人才选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进一步完善员工激励机制，通过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实现股东、

公司和核心员工利益的长期一致，推进公司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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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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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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铁路综合监控系

统 
89,249,223.12 38,056,312.58 42.64% 35.27% -16.24% -26.50% 

铁路综合视频监

控系统 
66,209,500.16 32,557,295.40 49.17% 56.37% 102.58% 11.22% 

铁路防灾安全监

控系统 
84,506,759.57 42,170,281.90 49.90% 71.75% 19.90% -21.58% 

铁路通信系统 68,418,928.41 29,340,306.44 42.88% 209.80% 232.08% 2.88% 

其他监控系统 47,347,496.18 28,613,304.36 60.43% 24.53% 23.13%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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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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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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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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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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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俊杰 

                                                                                        二Ｏ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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