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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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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大高新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59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明荣

余豪

电话

0791-88194572

0791-88194572

传真

0791-88197020

0791-88197020

电子信箱

zq@heng-da.net.cn

zqtz99@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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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营业收入（元）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248,793,122.98

332,813,546.55

-25.25%

211,248,45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10,333.76

31,678,078.47

-81.34%

25,443,68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03,091.87

21,307,411.41

-87.78%

11,991,947.80

-26,477,209.77

-26,125,370.83

-1.35%

-18,583,856.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5

0.1214

-81.47%

0.1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5

0.1214

-81.47%

0.1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4.31%

-3.53%

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总资产（元）

929,888,751.50

891,091,829.07

4.35%

811,833,83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8,417,556.52

755,772,223.09

-0.97%

719,196,694.62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77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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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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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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星河

境内自然人

34.17%

89,549,281

67,161,961

胡恩雪

境内自然人

20.88%

54,706,469

41,029,852

胡长清

境内自然人

6.12%

16,035,490

朱光宇

境内自然人

2.29%

6,009,012

魏文芳

境内自然人

0.85%

2,224,000

王晶

境内自然人

0.82%

2,150,000

黎超

境内自然人

0.75%

1,960,000

朱倍坚

境内自然人

0.74%

1,950,000

华宝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时节好雨
38 号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0.74%

1,940,082

胡恩莉

境内自然人

0.74%

1,930,70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28,646,800

质押

1,000,000

1,465,3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朱星河与胡恩雪、朱光宇、朱倍坚、胡长清、胡恩莉为一致行动人。朱星河与胡恩雪为
配偶关系、与朱光宇为父子关系、与朱倍坚为叔侄关系，胡长清与胡恩雪、胡恩莉为父
女关系。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除朱星河、胡恩雪、朱光宇、朱倍坚、胡
长清、胡恩莉外）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除朱星河、胡
恩雪、朱光宇、朱倍坚、胡长清、胡恩莉外）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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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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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总体完成情况
2014年公司坚持“调整、夯实、做精、做强”的策略方针，加强基础建设，调整了发展的步伐，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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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化，调整产业布局，投资了水资源、互联网经营等新领域，在巩固发展原有主业的同时，适度向有
限多元、多业并举的方向发展。
2014年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而近年来新投资领域尚未显现经营业绩的情况下，公司经营业
绩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014年公司实现总收入248,79.31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25%；实现营业利润
242.7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2.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03 万元，比上年下降81.3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
1、受宏观经济整体下行压力的影响，公司下游的钢铁、有色等行业经营形势虽有所好转，但仍没有
大的改观，不少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企业经营资金紧张，对公司主营业务增长带来较大压力；
2、新能源业务大幅度下滑，2014年业务收入仅完成2771.2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3.45%；
3、近年来公司投资的部分新领域如：节电设备、净水器、能源经营新模式等由于尚处在平台建设和业
务开发的初期阶段，经营效益尚未显现；
4、公司参股企业北京信力筑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由盈转亏，影响到本公司利润；
5、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承接的福建瑞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余热发电工程项目未能按回款进度收到工程
款，导致坏账计提增加。

二、主营业务情况
1、市场开拓方面：在防磨抗蚀业务领域面临下游行业整体低迷的困难条件下，公司积极拓展耐磨衬
里、堆焊防护、垃圾炉防腐等业务，基本稳定了业务下降趋势；新能源领域经营业绩大幅度下滑，对公司
经营业绩影响较大。
2、技术研发方面：2014年度公司经过反复论证最终确定的重点研发及应用项目有16项可进入结题验
收，如“抗结焦涂料的基础理论分析与规模化应用”“金喷涂层+KM体系涂料防磨研究与规模化应用”等，
有4项可作为实验室成果验收，如“非晶电弧喷涂材料的研发、应用与推广”，其中：“轻便式LDR-24型拉
丝喷枪转换机” “抗结焦涂料”
“支撑杆防磨预制块”等项目正在试行应用性推广。专利申报取得新进展。
2014年公司又取得2项发明专利，即：“一种耐盐雾腐蚀的HVOF非晶涂层的热喷涂粉体及其制备方法”“可
抗流化床灰冲刷和结垢的电弧喷涂材料”。
3、投资并购：2014年在能源、新能源、能源经营新模式、水资源开发及互联经营等方面都有实质性
的动作，为公司未来的创新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本年度公司与黑龙江安达仙浪合资设立黑龙江恒大公
司，进军节电设备及净水器领域；投资参股南京中润油，涉入甲醇汽油生产及销售领域；与上海即加公司
合资成立恒大车时代（北京）有限公司，以加油卡网络销售为切入点，创建能源销售新模式；与省地质勘
探设计院合作设立恒大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涉足矿泉水、温泉勘探开发；公司作为主发起人发起成立
恒大金属交易中心，目前正在审批之中。
公司经营情况
1、收入

2、成本

3、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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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纵观2015年宏观经济形势，全国预计GDP增速增速略有放缓，公司主要客户行业经营形势依然严峻，但随着国家环保要
求的提升和电力、水泥、钢铁等行业的逐步回暖，将会给公司带来新一轮的业务机会，特别是对高端防磨抗蚀市场需求将有
所增加；同时公司近年来投资的新领域将在后期逐步显现经营业绩。
2015年，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创新营销模式，强化营销管理，拓展重点领域
（1）大力拓展声学业务。2015年初，公司已全资收购江西恒大声学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将声学业务并入恒大高新，充分利
用上市公司的资源、渠道，进一步打开声学市场。
（2）大力开发大客户项目。把开发大客户作为业务开拓的重点方式，从人力资源、政策、管理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确保
大客户开发取得新突破。
（3）强化新品转化推广落地。2014年已确定转化新技术产品以及2015年新开发的新技术产品要争取在研发定型后1个月内快
速转化推广运用，力争新产品销售占比超过10%。
（4）积极推行项目管理。业务人员要贯穿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不仅是接单和回笼货款，真正做到以项目为中心，以利润为
中心，综合评估考核。
2、创新工程管理模式，强化工程项目管理
（1）对“大、难、新、特”项目100%以项目管理方式开展，提升质量、降低成本、创造利润，扩大业务承接范围。
（2）提高工程质量，提升公司品牌。通过强化技术设计交底、信息勘探准备，
“铁三角”组合发力，项目过程管理，质量特
别奖励等综合措施，大幅提升工程质量。
（3）工程部重点关注工程材料的个性化配置。减少工程中间的流通环节，加大物流与工程的衔接机制。
（4）提升工程调度人员的综合素质，增强各节点岗位人员的能力匹配，在关键岗位上配备合适的人才，提升管理能力。
（5）不断革新施工工艺技术。充分调动数量最多、最前端接触工况的广大施工人员积极参与公司产品施工运用技术革新工
作。
3、围绕利润目标，多元创收
（1）2015年，要求各个部门都要积极创造条件，实行费用预算管理。
（2）加快推行自动化喷涂，解决人工成本和安检成本急剧上升的问题。
（3）建立和完善信息对接机制，提高业务信息准确性。对有变化的项目要派员现场核实，项目开工前要做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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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工艺改进上多做专题，在技术工艺的创新上体现上下联动，并严格按工艺执行。通过技术改进和质量保障，降低修
补率和修补次数，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
（5）提升服务，增加工程面积；材料替代，节约工程成本。
4、加强财务管控，树立全员经营意识，始终把牢现金流这条生命线
（1）加强全面货款回笼催收的管理工作。
（2）对业务借支、提成进行严格管控，并跟回款进行挂钩。严格控制投标保证金，限制销售折让，掌控投标费用，控制不
当支出。
（3）采购部加大集中采购比例，减少零星和现场采购。
（4）财务部对现金流做出年度规划，季度计划和月度计划。加强财务月度现金流真实统计与分析工作，用于指导各相关业
务部门按计划做到现金收入与支出，确保实现年度现金流经营目标。
5、创新技术管理模式，强化技术项目寻找、开发与转化运用工作
（1）自动化喷涂运用和MFB美化技术和装备升级项目作为2015年进行转化的重点技术项目，必须确保见成效。
（2）垃圾炉的防腐组合解决技术作为2015年重大技术推进研究项目，整合与配置资源，加强外在合作，加快研究推进进程。
（3）加强技术项目尤其是重大技术项目的寻找调研工作，围绕防腐抗蚀、环保节能，积极寻找公司可用的重大新技术项目，
力争发掘几个较大、长期项目。
（4）强化技术项目的业务、工程转化运用工作，形成在项目开发完成后快速投入转化运用的机制。
（5）加强技术创新领导工作，公司成立技术创新领导小组，强化技术创新的管理工作，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6、进行管理变革，提升公司绩效
建立以客户为中心，项目为主线的运作管理模式，实现销售与工程交付高效协同地运作，确保端到端的优质交付。
（1）建立并试推行从商机到回款全过程的“项目经理负责制”，强化销售与工程的一体化运作，支撑营业收入提升。
（2）完善“以项目为基本经营单元、以业务为龙头、以工程为支撑”的核心经营流程。
（3）控制成本，提升利润，强化财务对项目经营过程的支撑，在项目中推行有效的测算、预算和决算制度。同时，加快工
程报账与结算，实现快速回款，改善现金流。
（4）试点部门增量绩效考核，建立以部门工作成果和价值贡献多少为依据的量化考核评价体系，调动员工主动性和积极性。
（5）优化薪酬与激励的结构和标准，体现并落实“多贡献价值才能多分享成果”，实现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
（6）优化组织结构，匹配新流程和新机制，实现组织的高效运作和提升。
（7）把经过检验的、稳定运行的流程固化到IT系统中，实现对流程最简洁、最规范、最有效控制地连通，提升运作效率。
7、加大投资并购力度，促进公司做大做强
实施内生式和外延式发展并举，做大做强公司产业。
（1）对已投资并购的项目，要加强运作，尽快发挥投资效益。
（2）加强投资管理团队的建设。通过招聘、培养、磨练塑造一支精明强干的工作团队，为公司实施外延式扩张储备骨干人
才。
（3）充分收集项目资源，认真分析研究项目资料，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导向、国家产业发展政策、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内在
质量筛选出一些目标企业，重点调研，稳步推进。
（4）积极研究直接融资方式，适时推出再融资计划。
8、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实现竣工验收
经过调整，目前保留了技术研发中心、金属防护、营销服务网络三个项目，其中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已完工，2015年要
做好项目实施推进工作，力争全部项目竣工验收。
9、着力打造幸福企业，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公司计划用五年时间，将恒大高新打造成幸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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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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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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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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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合计报表增加一级子公司黑龙江恒大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二级子公司江西恒大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大连鑫溪源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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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星河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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