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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5102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陆电子 股票代码 0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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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幼平 古文 

电话 0755－26719528 0755－26719528 

传真 0755－26719679 0755－26719679 

电子信箱 huangyouping@szclou.com guwen@szclo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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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9,816,366.58 689,645,259.88 3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310,263.00 56,606,600.42 2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8,532,800.82 47,965,653.39 22.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3,306,480.87 -89,812,328.69 -248.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18 0.1415 1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17 0.1415 1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9% 4.1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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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5,113,915.05 4,674,836,328.33 3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92,507,274.66 1,449,308,201.66 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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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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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饶陆华 境内自然人 41.02% 195,286,758 153,215,068 质押 180,285,000 

邓栋 境内自然人 2.74% 13,063,000 13,063,000 质押 13,000,000 

阮海明 境内自然人 2.30% 10,961,520 10,471,140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 7,250,000 5,000,000   

袁继全 境内自然人 1.35% 6,432,950 0   

周新华 境内自然人 1.15% 5,463,000 5,463,000   

深圳市创东方慈爱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5,000,000 5,000,000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4,050,000 0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4% 4,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3,499,92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饶陆华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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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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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在宏观经济新常态寻求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公司基于世界级能源服务商的定位，重点

发展智能电网、新能源光伏电站、储能、新能源电动车充电站等领域，倾力打造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加大力度开拓海外业

务，使公司综合竞争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公司董事会带领经营团队审时度势，紧跟国家政策和行业趋势，紧紧围绕着年初制

定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战略转型，凭借公司强大的电力领域的经营经验、技术优势及不断的创新投入积累，公司经营继续保

持了稳步健康发展的良好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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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2,981.64万元，同比增长34.83%，实现利润总额7,185.87万元，同比增长13.5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6,831.03万元，同比增长20.68%。 

2015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落实既定的发展规划，主动顺应行业形势发展变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为实现全年目标任

务奠定基础。 

经过多年的规划与布局，公司基于能源服务商的定位，提出了“四权合一”的产业链协同跨界发展战略。公司以智慧能源

工业权为基础，大力拓展智慧能源特许运营权，布局智慧能源售电市场权，积极搭建智慧能源金融权。这种布局与战略的核

心是整合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多环节，充分发挥产业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实现协同发展。 

1、智慧能源工业权方面 

公司已完成从智能发电、智能储能到智能用电、能源服务环节的布局，产品涵盖AMI（含智能电表）、ADO（含电力自动

化产品）、储能系统（含微电网设备、商业用储能、电网级储能及电池生产）、智慧能源平台（含售电云平台、充电云平台、

工业物联网、新能源发电并网设备）。 

2、智慧能源特许运营权方面 

公司基于现有技术以及紧跟国家政策和行业趋势，积极布局进军光伏电站建设、运营领域，并已经在光伏发电项目上积

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继前期收购、自建的220MW光伏电站顺利并网后，公司全资子公司科陆能源公司先后在江西、河北及

宁夏获得了总计200MW光伏电站备案文件。2015年6月，科陆能源公司与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新特光伏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总计60MW。上述电站建成后，科陆能源公司运营

的光伏电站总计将为约480MW。 

公司全资子公司玉门市科陆新能源有限公司于甘肃省酒泉市投资建设风光储电网融合示范项目—— 一个涵盖常规发

电、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配电、用电、电网级储能的虚拟电厂（VPP）综合集成示范工程。本项目对公司深化储能在可

再生能源并网的应用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未来智能能源网模式研究积累经验。 

公司依托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自研技术、充电网络运营经验，逐步实现向上游储能电池、动力电池领域及下游新能

源电动汽车运营产业延伸，打通互联网、车电网（包含车网、桩网、电网）的入口节点和云管理平台，链接车辆运营、充电

站运营等全产业链，构建电动汽车生态圈。 

3、智慧能源售电市场权方面 

公司积极布局充电网络，搭建分布式微电网平台，建设示范VPP项目，多渠道发展客户资源。 

4、智慧能源金融权方面 

为推动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的融合发展，公司积极搭建融资平台，拓展融资渠道。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不

超过2亿元入股，参与发起设立广东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中国银监会最终核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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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19 户，其中：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高密市科陆润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鄂托克旗科陆天泽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深圳市科陆绿能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深圳市科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北京市科陆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CLOU ENERGY LLC 投资新设 

杭锦后旗国电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乌鲁木齐陆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乌兰察布市陆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正镶白旗陆润风电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内蒙古京能陆阳光伏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托克逊县东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宜兴市同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宁夏同心日升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河北丰隆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怀来中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河北子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康保县瑞凯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四川锐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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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饶陆华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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