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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0                           证券简称：世纪瑞尔                           公告编号：2016-045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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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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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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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牛俊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江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江滨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世纪瑞尔 股票代码 3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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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62970877 010-62970877 

传真 010-62962298 010-6296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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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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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22,806,033.08 129,157,626.93 -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895,001.24 16,082,014.34 -9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028,512.93 16,022,146.36 -9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302,253.06 -43,882,176.81 51.0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1228 -0.0813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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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7 0.03 -94.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7 0.03 -9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1.11% -1.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07% 1.11% -1.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98,321,678.66 1,706,614,276.34 -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1,457,511,053.79 1,510,616,052.55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6991 2.7974 -3.51%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7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7,072.5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560.89  

合计 -133,511.6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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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铁 境内自然人 21.27% 114,841,755 114,841,755 质押 36,760,000 

牛俊杰 境内自然人 21.27% 114,835,800 86,126,850 质押 9,56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民营活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14,999,96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四组合 
国有法人 1.61% 8,7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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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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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尉剑刚 境外法人 0.64% 3,440,000 2,58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3,274,1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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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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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整体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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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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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的执行各项业务，但受项目结算进度影响，部分项目未能及时确认

收入，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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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建设完成。 

1、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2,806,033.08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92%；实现营业利润6,222,920.47元，较去年同期下

降61.47%；利润总额为5,895,847.89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1.89%；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为895,001.2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4.43%；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6,302,253.0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09%。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1,598,321,678.66元，较年初下降6.35%；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457,511,053.79元，较期初下降

3.52%。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展开，国家铁路建设逐步恢复，持续增长的铁路投资环境将对公司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公司在本报

告期内，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拓展业务，各项工作均顺利开展。公司坚持发展铁路行车安全监控行业不动摇，加大力度

投入建设铁路行车安全监控领域软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新技术开发能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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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万元，投资北京华泰诺安技术有限公司，投资完成后公司占华泰诺安注册资本

的20.57%，华泰诺安成为公司参股子公司。              

     （2）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200万元，投资苏州博远容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完成后公司占博远容天

注册资本的15%，博远容天成为公司参股子公司。 

       3、提升内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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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司的持续发展。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分行业       

铁路行业 82,722,587.82 43,240,423.14 47.73% -19.75% -7.49% -12.67% 

医疗行业 36,923.08 8,945.54 75.77% 12.21% -57.40% 109.43% 

安防行业 827,798.50 750,928.52 9.29% -95.94% -96.01% 19.21% 

通信行业 39,102,723.68 27,474,931.71 29.74% 640.49% 589.41% 21.23% 

其他行业 116,000.00 0.00 100.00% -67.94% 0.00% 0.00% 

分产品       

铁路综合监控系

统（含通信监控） 
51,718,694.56 31,186,541.48 39.70% 267.98% 530.56% -38.74% 

铁路综合视频监

控系统 
9,846,893.26 5,739,113.84 41.72% 63.62% 47.46% 18.08% 

铁路防灾安全监

控系统 
16,131,313.00 5,484,646.42 66.00% -65.65% -66.08% 0.64% 

铁路通信系统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100.00% 

其他监控系统 5,025,687.00 830,121.40 83.48% -39.13% -75.79% 42.78% 

医疗产品 36,923.08 8,945.54 75.77% 12.21% -57.40% 109.43% 

安防产品 827,798.50 750,928.52 9.29% -95.94% -96.01% 19.21% 

运营商通信产品 39,102,723.68 27,474,931.71 29.74% 640.49% 589.41% 21.23% 

其他产品 116,000.00 0.00 100.00% -67.94% 0.00% 0.00% 

分地区       

北方地区 62,674,998.48 39,573,014.48 36.86% 12.59% 32.61% -20.54% 

南方地区 51,974,940.67 28,939,165.11 44.32% -15.28% -3.93% -12.93% 

西北地区 5,754,037.68 2,556,423.14 55.57% -28.89% -59.33% 148.87% 

青藏地区 2,402,056.25 406,626.18 83.07% -40.67% -87.72% 3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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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22,806,033.08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92%%；营业成本为 113,210,820.17元 ，较去年同期

增加2.14%；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为895,001.24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4.43%；报告期内净利润下降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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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公司软件退税收入减少及已实现收入项目的成本上升所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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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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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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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二 o 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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