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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7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1614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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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康力电梯 股票代码 00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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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占涛 陆玲燕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 888 号 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 888 号 

传真 0512-63299905 0512-63299905 

电话 0512-63293967 0512-63293967 

电子信箱 dongmiban@canny-elevator.com dongmiban@canny-elevator.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性能 

公司主要从事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成套配件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整机产品的安装和

维保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成套配件，广泛用于住宅、商场、酒店、公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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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诸多领域。电梯产品的性能主要包括安全性、可靠性、高效性和舒适性。此外，节能、环保、智能化

已成为电梯产品的主要发展趋势。 

2、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的销售模式有直销和代理，公司在获取订单后，根据配套的建筑和客户的不同需求来设计产

品，通用性相对较差，为根据客户订单的参数要求生产的非标产品，形成了“订单生产”的经营模式。电

梯为工程类产品，安装和维保影响到电梯的运行状况，因此，公司的技术核心竞争力实际上也是一种技术

整合和技术综合运用能力。通过丰富零部件产品种类、增强自给能力，提升整机生产水平，获取最大化利

润水平。 

3、公司所属行业的现状 

我国电梯行业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电梯行业的主战场。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电梯行业的增速放缓，但是公共建筑的建设和城镇化的刚性需求仍将创造出新的增量；期

龄超过 15年以上的电梯累积增多，更新量将大幅度提升；电梯产品的特性决定了有逐年增大的市场，到

2015年底中国电梯的保有量已突破 400万台，维修保养、改造的产值逐年增加。因此，电梯行业发展空间

依然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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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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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3,270,312,469.62 2,821,281,988.96 15.92% 2,228,396,87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8,755,265.91 402,408,003.31 21.46% 277,770,32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2,715,342.46 369,680,552.76 19.76% 273,496,14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395,186.88 562,615,240.42 -66.69% 328,505,570.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17 0.5444 21.55% 0.37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17 0.5444 21.55% 0.37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0% 21.76% 0.94% 17.05%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4,048,974,328.93 3,778,244,995.39 7.17% 2,976,706,84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40,063,951.38 2,027,228,028.15 15.43% 1,724,787,0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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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58,563,756.88 811,009,863.66 859,139,001.33 941,599,84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918,974.73 123,346,435.94 130,752,601.49 157,737,25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676,422.88 106,917,076.05 121,688,500.25 142,433,34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619,750.30 225,343,483.19 86,626,361.11 70,045,0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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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东总数 
42,86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6,89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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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林 境内自然人 48.07% 355,018,300 266,263,724 质押 33,696,3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

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 12,256,789 0   

朱奎顺 境内自然人 1.20% 8,869,500 0   

朱美娟 境内自然人 1.14% 8,410,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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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7,000,079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国有法人 0.91% 6,700,042 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利两

全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3,797,800 0   

顾兴生 境内自然人 0.51% 3,735,000 2,801,2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工业 4.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3,508,696 0   

陈金云 境内自然人 0.45% 3,360,000 2,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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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友林先生与朱奎顺先生、朱美娟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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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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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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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是康力电梯顶住市场的下行压力，为创建一流的智能电梯企业征程中砥砺前行的一年。在董

事会的领导下，全体康力人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公司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1）2015年公司主要经营及财务状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7,031.25万元，同比增长 15.92%，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5,766.83万元，

同比增长 16.5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875.53 万元（以前年度实施股权激励摊销成本，

影响税前利润 427.44万元），同比增长 21.46%，其中母公司净利润 34,885.60万元，同比增长 9.87%。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 404,897.43万元，公司负债总额 168,147.68 万元，公司所

有者权益为 236,749.75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1.53%。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正在执行的有效订单为 41.2亿元。 

（2）营销网络：销售、安装、维保共进 

提供更贴近客户需要的产品与服务是康力电梯追求的目标之一。而对公司内部构架及营销服务网络的

梳理和完善是公司一直学习的课题。 

2015年，公司围绕客户需求，持续强化对合同执行全过程的管理，将客户的差异化需求更加快捷有效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王友林先生 

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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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公司内部流转。同时通过分公司、服务中心的建设和完善，全面强化维保服务能力，提升技术服务体

系水准，实现服务人员、工厂和客户的联动。同时为进一步保障公众乘梯安全，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2015

年公司积极提升服务能力，并于 2015年上半年正式启动“安全乘梯、幸福生活”公益活动，为全国范围

内的康力电梯产品提供附加服务，无论该电梯目前是否正在由本公司提供维保服务，公司通过展板、视频、

安全手册及与用户互动等形式，向用户传递合理用梯、安全乘梯的科学理念，并由企业工程师在现场为用

户提出合理化的安全使用和维护等系列建议，让客户从专业技术角度了解电梯目前的安全和维护状况。 

（3）产品升级：创新、质量、安全并举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经营重点放在先进性技术和产品质量的锻造上。在总部电扶梯整机及零

部件制造基地，公司以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为依托，利用引进先进设备，利用数字化信息手段，以技术

创新、制造的协同进步促进传统电梯制造业向智能电梯制造业升级。 

2015年，公司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产品质量及安全体系，将对环境和安全的关注贯穿于公司研发、制

造、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随着产品线的升级与拓展，公司赢得越来越多优质项目。公司作为民族品牌的领

军者之一，在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同时，还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诸多荣誉。2015年，公司荣获苏州“轨道工

程杯”优胜单位荣誉称号，此项殊荣的获得，是轨道交通集团对康力电梯项目管理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

对公司的鞭策。康力电梯全体轨道工程人员夜以继日地坚守，充分保障着轨道交通在大流量运载、长时间

运输的严苛承载环境下，实现安全运行零事故的完美记录。公司将继续坚守这份职责和荣誉，力争成为轨

道交通领域的标杆。 

（4）战略推进：人才、品牌、信息化、文化深入发展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共赢的理念，关注员工的个人发展，不断完善员工职业生涯设计，实现了公

司发展与员工成长的“双赢”。公司将贯彻实施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战略，聘任适应公司发展的高端管理

人才、专业人才；培养选拔有责任心、有业务专长的年轻骨干，使管理团队结构优化、整体素质提升。针

对电梯行业专业安装维保人员的匮乏的现状，公司设有专门的培训中心，为工地现场安装、维保人员提供

专业的、高标准的技能知识培训。同时，依托智能化工厂，公司强化硬件设备和高科技相结合，顺应信息

化、利用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信息系统、移动 APP管理系统等全面提升管理效率和效果。 

公司非常注重品牌的塑造，报告期内公司广告分别登陆 CCTV国际频道和 CCTV新闻频道，还参加了土

耳其、伊朗、俄罗斯等国际电梯展览会，组织召开了核心代理商沟通会、KLKS新凌燕产品及中山工厂推介

会，将公司科学布局的生产基地及全新的厂容厂貌、先进的制造流水线和管理方法向市场全面展示，取得

积极效果。 

公司坚持“用户满意、员工成长、企业发展、社会认可”的发展理念，在“中国梦，康力梦”的引领

下，团队同心同德，艰苦拼搏，积极推进互联网思维的技术创新、智慧管理、完善服务、提升品牌将继续

推动康力迈向更好的成长。 

（5）规范运作：三会、内控改进管理机制 

公司建立了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了符合公司发展的规则和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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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按其职责行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2015年度，公司共召开 3次股东大会，5 次董事会，5次监事

会。“三会”的召集、通知、召开、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决议公告均符合相关制度规定。2015年度，公

司加强了信息披露管理，提高了公司透明度，发布各类公告共 87项，在这一年继续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考评 A级。除了及时充分的信息披露，公司还坚持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互动。2015

年度，公司共现场接待投资者 126人次，接听投资者来电 145人次，网络业绩说明会回复投资者提问 56

个，互动易平台回复率 100%。 

2015年公司积极推进内部控制管理方面的变革，不断地加强和完善内控管理机制，并推动公司管理各

领域的关键内控点建设工作，优化了公司管理流程，完善了风险机制，为本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

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提供了合理保障。内部审计部在审计委员会的

领导下积极行使职责，此外，公司持续完善反舞弊体系，在 2015年年初时，通过跟中层管理人员及高层

管理人员签署了“廉洁自律承诺书”，形成覆盖到员工、合作伙伴、客户的管控，防范风险，堵塞管理漏

洞，减少乃至消除舞弊机会；通过倡导诚实正直的企业文化，引导健康乐观的人生观，共同建设廉洁的工

作环境，共同促进公司基业常青。 

（6）转型升级：智能制造、服务机器人引领未来 

2015年，公司积极响应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的“互联网+”行动计划，结合《中国

制造 2025》战略规划，公司重新梳理经营发展现状，依靠前期技术积累和自动化生产制造经验，加快公司

电梯产品的智能制造升级。并采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有效解决电梯安全监控的问题。目前，公司已经多

个项目实施物联网监控，避免了电梯故障的发生，有效提高电梯安全性，保障乘客安全。 

公司在专注于电梯主营业务的同时，利用投资康力优蓝的机会进入到服务机器人领域，从而丰富公司

的业务结构。2015年，继续扩大公司在机器人行业的投资力度，以自有资金 2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康力机

器人投资公司，主要投资拥有机器人关键核心部件研发水平的公司，完善公司机器人领域的产业布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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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电梯 1,886,582,419.05 1,123,633,947.52 40.44% 7.29% 4.73% 1.46% 

扶梯 824,476,842.09 556,318,625.50 32.52% 48.98% 40.62% 4.01% 

零部件 223,884,740.36 161,116,070.95 28.04% -4.31% -7.62% 2.58% 

安装及维保 306,049,481.77 224,968,008.87 26.49% 29.31% 22.32%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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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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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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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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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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户，为新设立的广东广都电扶梯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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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友林    

2016 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