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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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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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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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华声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67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岑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昌宝东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昌宝东
路 13 号
路 13 号

传真

0757-26680089

0757-26680089

电话

0757-26680089

0757-26680089

zqb@wasung.com
电子信箱
注：方胜玲于报告期后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方胜玲

zqb@wasung.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家用电器配线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空调连接组件和各种家用电器的电源
输入组件。空调连接组件用于连接空调室内机与室外机，并传输电能、控制信号，保证空调正常工作；电
源输入组件用于家用电器连接外部电源，主要包括空调、电热电器及冰洗电器电源输入组件等。
公司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详见下表：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空调连接组件
分体式空调、柜式空调等
电热电器电源输入组件
电热水器、电烤箱、电暖器、电磁炉、电饭锅、烧烤型微波炉等
空调电源输入组件
分体式空调、柜式空调等
冰洗电器电源输入组件
冰箱、洗衣机、冰柜等
其他家电电源输入组件
电风扇、吸尘器、油烟机、饮水机、微波炉等
（二）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直销方式销售产品，采取以销定产方式组织材料采购和产品生产。为确保快速及时、保质保
量供货，公司一般会在评估客户需求计划后组织提前生产，设置安全储备的产成品、半成品。
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包括取得订单的能力和成本费用控制能力。
（三）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成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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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周期性特点。公司主要产品为空调配线组件。由于空调销售具有一定季节性，公司生产经营
存在季节性。
3、所处行业地位。公司是国内空调连接组件主要供应商之一。凭借对关键客户维护能力、大规模供
货能力、较强的低成本控制能力以及满足大客户要求的质量控制能力等优势，公司在细分行业地位不断提
高，并与格力、美的、海尔、海信科龙等著名家电企业建立了良好、紧密的长期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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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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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营业收入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1,049,493,193.33

1,497,070,161.20

-29.90%

1,486,881,9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63,454.80

93,359,166.05

-71.98%

90,625,04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482,881.69

94,187,758.60

-75.07%

91,311,92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728,451.47

127,378,601.64

109.40%

-55,803,328.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8

0.4668

-71.98%

0.45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8

0.4668

-71.98%

0.45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

11.60%

-8.48%

11.79%

项目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3 年末

1,044,881,532.13

1,358,335,178.07

-23.08%

1,367,080,889.00

772,588,152.44

826,424,697.64

-6.51%

793,065,531.6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收入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63,124,157.70

334,055,883.28

235,537,271.30

216,775,88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18,236.08

16,385,940.71

2,270,245.02

-5,110,96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87,861.77

17,154,567.84

1,338,707.82

-5,598,25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83,775.65

83,182,993.03

16,624,662.22

144,837,0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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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46 年度报告披露日

13,265 报告期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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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北京凤凰财智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其他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
持有有限售条 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
数量
状态

29.83% 59,658,719

59,658,719
9,800,000

罗桥胜

境内自然人

9.80% 19,600,000

张盛根

境内自然人

4.97%

9,949,998

0

谭少伦

境内自然人

4.91%

9,813,951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天泽 1 号证券投资
其他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81%

9,620,007

0

萧志刚

境内自然人

4.80%

9,600,000

0

廖起雄

境内自然人

4.50%

9,000,000

0

交通银行－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1,719,068

0

黄喜强

境内自然人

0.85%

1,700,000

1,700,000

罗绮霞

境内自然人

0.82%

1,631,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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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2、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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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力

张巍

80%

杜力

20%

北京凤凰财富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5%

100%
北京凤凰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00083%

北京凤凰财智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83%
北京凤凰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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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概述
2015年是公司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期内，公司启动战略与业务转型；同时，受空调行业需求不振、
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主营业务家用电器配线组件的生产和销售面临较大压力。
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实现营业收入10.49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9.90%；营业利润
2,631.63万元、下降76.28%；利润总额3,159.56万元、下降71.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16.35
万元，下降71.98%；期末总资产10.4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73亿元，资产负债率25.50%。
（2）报告期工作回顾
公司自成立以来，凭借不断积累的对关键客户维护能力、大规模供货能力、较强的低成本控制能力以
及满足大客户要求的质量控制能力等等优势，保持销售规模不断扩大、细分行业地位不断提高这一趋势直
至2014年。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客户集中、对家电尤其是空调行业依赖性较大、市场空间拓展能力有
限等问题。随着家用电器配线组件业务进入成熟发展期，所属行业进入门槛低，竞争激烈，公司在技术、
成本和效率方面不再具备明显的相对优势。公司也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关键客户采购策略调整给公司带来的
经营压力与风险。在此背景下，公司以战略与业务转型为基本思路，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确定长期发展战略和未来五年经营发展战略。
公司确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为：通过内生式和外延式的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创新手段，基于互联网生
态圈，逐步建立涵盖证券、保险、投资、信托等业务的金融服务体系，最终将公司打造为一个专业、创新、
开放的互联网金控平台。
公司确定的未来五年经营发展战略为：以证券业务为基础，将互联网与传统证券业务有机结合，同时
积极拓展保险、投资、信托等金融领域，以“资本+创新”双轮驱动，搭建初具规模的互联网金控平台。
2）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迈出业务转型第一步。
2015年5月，公司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方案；11月，拟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69.30亿元的方案；当月，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是公司业
务转型的第一步，交易完成后，公司总部将升级为控股管理平台，管理以证券业务为主的各业务模块，公
司资产类型、资产规模、资本实力将发生重大变化。
3）初步完成投资管理业务布局。
公司设立专注互联网、金融领域投资管理业务的经营实体深圳华声，布局人民币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平
台；设立华声香港投资、BVI华声、开曼华声三家海外企业，布局外币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平台；公司初步
完成了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团队的组建，初步完成了投资基金管理运营制度建设，并应业务需要，以开曼华
声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开曼有限合伙（注：开曼有限合伙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4）积极寻求保险企业股权投资机会。
围绕确定的长期发展战略，在保险行业地位提升、保险业内部改革开放、保险资金运用对接实体经济
并助力产业升级的政策背景下，公司积极寻求保险行业企业股权投资机会。2015年11月，公司参与发起设
立百安保险；12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交易（尚需中国保监会核准）。为更全面地涉足保险行业，公
司还积极寻求寿险企业股权投资机会。
5）推进线缆业务。
a. 积极维护关键客户，努力保持家电配线组件产品市场份额。
b. 多措并举控制成本费用。报告期末存货较期初下降46.03%；初步开展精兵简政工作，人力资源成本
上涨势头得到控制；继续改进产品配方、优化产品结构，降低产品成本。
c. 启动管理咨询一期项目，推进办公自动化系统建设，提升运营效率。
d. 设立控股子公司广东华声电缆有限公司，进入电气配套电缆及特种电线电缆业务。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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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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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利润比上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空调连接组件

742,482,610.12 112,678,819.04 15.18%

-26.35%

-34.49%

-1.89%

空调电源输入组件

249,149,437.62 18,584,513.91

-36.52%

-60.07%

-4.40%

7.46%

√ 是 □ 否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适用 √ 不适用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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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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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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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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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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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声、华声实业、BVI华声、开曼华声、华声香港投资，上述企
业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期内，公司新设控股子公司华声电缆，该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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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杜力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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