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50                               证券简称：世纪瑞尔                         公告编号：2015-043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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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57,626.93 119,459,635.63 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082,014.34 5,228,450.74 2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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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2,146.36 3,693,730.27 33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882,176.81 -50,536,551.03 13.1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813 -0.10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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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10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10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0.38% 0.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1% 0.27%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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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095,169.06 1,624,280,082.40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1,413,311,602.52 1,450,833,451.96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6172 2.69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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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0,432.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564.94  

合计 59,86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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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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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00,000   

王铁 境内自然人 21.11% 114,000,000 85,500,000   

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个险万

能 

其他 1.41% 7,591,550    

濮文 境内自然人 1.10% 5,959,616    

青岛前进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5,080,000    

罗彬 境内自然人 0.69% 3,738,184    

尉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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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丰 境内自然人 0.64% 3,440,000 2,580,000   

王聪 境内自然人 0.51% 2,780,000 2,0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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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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无

限售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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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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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铁路行

业市场景气度较高，因此公司主营收入同比增长6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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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157,626.93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12%；实现营业利润16,149,077.95元，较去年同期增

加195.40%；利润总额为20,972,391.37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23.58%；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8,578,032.44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255.33%；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3,882,176.81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3.17%。报告期末，公司总

资产为1,528,095,169.06元，较年初下降5.92%；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413,311,602.52元，较期初

下降1.99%。 

随着2012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家铁路建设的逐步恢复，对公司业务发展带来积极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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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的铁路综合监控系统（含通信监控）实

现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62.68%，取得了一定发展。 

2015年上半年，公司为了进一步扩展业务范围，充分发挥公司的技术优势，积极拓展新业务，铁路通信系统实现营业收

入27,786,329.20元，实现毛利率34.11%。 

2015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近3亿元（含已中标未签项目），较去年有一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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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0,942.94 46,743,421.28 54.65% 62.68% 85.05% -5.49% 

医疗行业 32,905.98 21,000.00 36.18% -99.41% -99.15% -19.43% 

安防行业 20,401,345.91 18,812,557.98 7.79% -59.65% -60.84% 2.80% 

通信行业 5,280,620.78 3,985,278.57 24.53%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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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业 361,811.3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分产品       

铁路综合监控系

统（含通信监控） 
14,054,647.75 4,945,830.54 64.81% 767.26% 548.88% 11.84% 

铁路综合视频监

控系统 
6,018,106.48 3,891,909.46 35.33% -27.97% -15.79% -9.35% 

铁路防灾安全监

控系统 
46,964,888.77 16,167,200.95 65.58% 88.51% 93.06% -0.81% 

铁路通信系统 27,786,329.20 18,309,360.38 34.11% 100.00% 100.00% 100.00% 

其他监控系 8,256,970.74 3,429,119.95 58.47% -71.00% -70.19% -1.14% 

医疗产品 32,905.98 21,000.00 36.18% -99.41% -99.15% -19.43% 

安防产品 20,401,345.91 18,812,557.98 7.79% -59.65% -60.84% 2.80% 

运营商通信产品 5,280,620.78 3,985,278.57 24.53% 100.00% 100.00% 100.00% 

其他 361,811.3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分地区       

北方地区 55,666,937.21 29,842,208.61 46.39% 66.67% 15.75% 23.58% 

南方地区 61,349,872.79 30,122,787.54 50.90% -18.60% -29.08% 7.26% 

西北地区 8,092,124.35 6,285,452.25 22.33% 82.43% 108.58% -9.73% 

青藏地区 4,048,692.58 3,311,809.43 18.20% -35.30% -26.13%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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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57,626.93 元，较前一报告期增加195.05%；营业成本为 110,834,479.03元 ，较前一报告

期增加194.36%；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为16,082,014.34元，较前一报告期增加117.40%；原因是报告期内

公司项目回款大幅增加，导致利润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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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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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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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