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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除董事彭建义因公出差委托董事傅友爱、独立董事谢峰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王宝庆出席会议外，其他董事均亲自出席
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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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78,719,84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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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富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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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002266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房振武

李彩霞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 号赞宇大厦 11 楼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 号赞宇大厦 11 楼

传真

0571—89939660

0571—89939660

电话

0571—89939661

0571—89939661

电子信箱

stock-dept@zhefu.cn

stock-dept@zhefu.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业务领域主要涉及水电设备的研发及制造、核电设备的研发及制造、节能环保设备的研发及制造、特种电机的研发
及制造等，互联网及其他新兴产业的投资。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
（一）水电业务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要从事大中型成套水轮发电机组的研发、设计、制造与服务，当前产
品涵盖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轴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和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三大机型。此外还涵盖了水电工程机电总承包、抽
水蓄能发电机组以及电站机电设备工程总承包项目，面向国内和国外水电设备市场，为客户提供技术先进、品质可靠的成套
产品和服务。
（二）核电业务
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都公司”）主要致力于设计制造核反应堆控制棒驱动机构等民用核安全机械
设备、核电专用维修保障工具、三废处理/转运设备、核辅助系统设备、核燃料辅助设备及专用机电设备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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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都公司是国内核一级部件控制棒驱动机构的主要设计制造商之一，生产的控制棒驱动机构适用的反应堆类型主要包括：
压水堆ML-B型（ACP1000、ACP100）、压水堆ML-A型（CNP600、CNP1000）、600MW示范快堆、熔盐堆、铅铋堆、直
线电机型、丝杆螺母型等。
华都公司是目前国家着力推行并且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控制棒驱
动机构的唯一供应商。
报告期内，华都公司首次进行反应堆控制棒组件(也称之为“控制棒”)的批产，成为国内第一家同时具备同一堆型控制棒
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的制造技术与批产能力的企业。华都公司潜心研制多年控制棒驱动机构的钩爪、连杆，终于在国内首
次全面实现了批量化生产，并且产品历经了热态1500万步的严苛考验，已经确认产品将用于出口巴基斯坦K2/K3和福清核电
5#、6#共四个机组的控制棒驱动机构之中，由此首次实现了大型压水堆控制棒驱动机构中关键件钩爪、连杆的国产化供货。
目前，华都公司新的三代改进型控制棒驱动机构正在进行热态寿命试验，经检测全部性能参数合格。此次新的改进型
CRDM在行业内首次采用了“耐430℃高温磁轭线圈”、“无对接焊缝一体化密封壳”、“耐高温高可靠性棒位探测器”、“ 导磁片
防碎型抗磨损钩爪部件”等多项新的专利及专有技术，目标是使之成为能够适应未来核电站调峰发电且无需强制风冷的新型
压水堆控制棒驱动机构。
“三代”核电是目前国际主流技术，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核废料的处理问题，更好地提高核燃料的利用效率，“四代”核电才
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报告期，公司参与了“四代”核电600MW示范快堆的研发和设备制造。
（三）节能环保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辟了节能环保业务，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格睿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格睿“）51%
股权，西安格睿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格睿”）为浙江格睿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格睿主要从事节能环保技术
的开发；能源动力系统相关设备、节能环保相关设备的研发、设计与销售；能源动力系统节能项目、节能环保项目技术咨询、
设计、施工、安装、调试、维护；合同能源管理系统的推广和应用等业务的公司。
浙江格睿是一家高速成长型的节能公司，其为客户提供的循环水系统整体优化技术是解决节能节水问题的整体优化方案，
有别于其他公司提供的单一节能方案，浙江格睿提供的是多学科的整体优化方案，在节能减排领域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在目
前节能减排的压力下，浙江格睿提供的技术服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客户需求量巨大，未来高速成长明确，对公司的净利
润将产生积极影响，是公司着力培育的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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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468,020.07

686,015,247.76

3.13%

796,151,24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948,609.69

101,209,401.28

-29.90%

91,462,74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13,019.67

-14,987,147.53

181.49%

71,766,654.97

120,740,006.53

-81,767,313.10

247.66%

-100,969,530.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

4.11%

-1.65%

4.69%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5,212,294,945.66

5,049,501,170.63

3.22%

4,244,488,38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03,107,243.51

2,859,896,650.53

1.51%

2,243,917,462.8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139,204,604.02

第二季度
154,658,382.24

第三季度
130,637,697.46

第四季度
282,967,3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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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15,572.76

22,757,613.96

21,202,586.62

21,072,83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24,966.70

21,927,832.07

-1,893,910.38

-12,145,86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850,875.26

-39,951,748.95

-24,897,709.78

89,738,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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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84,480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78,825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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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毅

境内自然人

20.01%

395,911,884

344,621,066 质押

应保良

境内自然人

2.78%

55,067,027

55,066,224

朱建星

境内自然人

2.72%

53,755,124

53,755,124

彭建义

境内自然人

1.63%

32,305,230

24,228,923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其他
公司

1.34%

26,537,300

0

房华

境内自然人

1.33%

26,222,011

26,222,011 质押

傅友爱

境内自然人

0.70%

13,869,712

11,864,784

余永清

境内自然人

0.65%

12,875,056

12,875,056

鲍建江

境内自然人

0.59%

11,688,868

0

刘金学

境内自然人

0.40%

8,000,000

0

数量
28,400,000

26,222,0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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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公司股东刘金学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说明（如有）
8,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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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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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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
家着力推动“供给侧”改革；公司在“大能源+互联网等新兴领域投资”的发展战略下，努力践行业务的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746.80万元，同比上升3.13%；全年实现利润总额9,953.48万元，同比下降19.48%，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094.86万元，同比下降29.90%；报告期内，公司承接水电、核电业务订单总金额为12.31
亿元。
（一）主营业务
随着国内核电重启和核电装备走出国门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公司不仅在核电业务上取得重大进展，同时水电
业务也相继收获重大订单。
1、水电业务
面对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公司近几年将水电业务拓展的重点向海外倾斜，并取得了积极的成
果。报告期内，分别在越南、老挝、阿根廷等国家签订了重大海外水电订单，国外市场订单量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报告期
内公司承接水电业务订单总额为9.45亿元。
2、核电业务
近年来，公司在核电关键设备领域实现了重点突破，公司控股子公司华都公司作为核一级部件设计制造商，始终坚持科
技创新，强化创新意识、加大研发力度，其生产的适用堆型不断增加，产品质量得到国内外认可，并获得中广核合格供应商
资质。
目前华都公司生产的控制棒驱动机构适用的反应堆类型主要包括：压水堆ML-B型（ACP1000、ACP100）、压水堆ML-A
型（CNP600、CNP1000）、600MW示范快堆、熔盐堆、铅铋堆、直线电机型、丝杆螺母型等。
华都公司ACP100模块式小堆控制棒驱动线寿命试验及抗震试验均满足设计要求，这标志着华都公司研制的ACP100小堆
控制棒驱动机构已经顺利完成了所有鉴定试验，具备了工程应用的基础。
ACP100是一种新提出的革新型反应堆和模块化建造概念的小型反应堆，它的发电功率一般在30万千瓦以下。在我国内
陆地区、边远地区，大型核电机组的应用会受到地理位置、地质、气象、冷却水源、运输、电网容量等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建
造的地区，小型堆则能满足这些地区对能源的需求。根据小堆的应用范围不同，可以分为陆上小型堆和海上浮动堆两个类型。
可以应用在中小电网、岛屿、偏远山区，为城市供暖、供电，为工业区、石化等企业供汽、供电，为沿海缺水城市海水淡化，
为海上船舶提供动力，为海洋开发提供能源等。
目前，海上浮动核电站ACP100S已纳入能源创新“十三五”规划。
报告期内，华都公司新的改进型CRDM顺利完成650万步热态寿命试验，经检测全部性能参数合格。此次公司新的改进
型CRDM在行业内首次采用了“耐430℃高温磁轭线圈”、“无对接焊缝一体化密封壳”、“耐高温高可靠性棒位探测器”、“导磁
片防碎型抗磨损钩爪部件”等多项新的专利及专有技术，目标是完成热态极限寿命考验，使之成为能够适应未来核电站调峰
发电需要且无需强制风冷的新型压水堆控制棒驱动机构。
报告期内，华都公司通过竞标获得某反应堆工程项目所需全部控制棒组件（也称之为“控制棒”）的制造合同。反应堆控
制棒组件对于质量控制及产品安全性能的要求极高，国内外有能力的制造厂家寥寥可数。此次公司进行控制棒组件的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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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示着华都公司同时具备了同一堆型控制棒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的制造技术与批产能力，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报告期内，华都公司先后中标“某600MW示范快堆控制棒驱动机构”、“钍基熔盐堆控制棒驱动机构”，进一步巩固了华
都公司在“国内控制棒驱动机构研制类型最为全面”的行业地位。
3、节能环保业务
公司紧跟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规划进行布局。报告期内，公司收购浙江格睿51%的股权，浙江格睿持有西安格睿100%
股权；公司发展战略的转型升级得到进一步体现。
浙江格睿系专业从事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能源动力系统相关设备、节能环保相关设备的研发、设计与销售；能源动力
系统节能项目、节能环保项目技术咨询、设计、施工、安装、调试、维护；合同能源管理系统的推广和应用等业务的公司。
其为客户提供的循环水系统整体优化技术是解决节能节水问题的整体优化方案，有别于其他公司的单一节能方案，浙江格睿
致力于多学科的整体优化方案，在节能减排领域具有革命性的突破。根据“十三五”规划要求，节能减排势在必行，浙江格睿
提供的技术服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客户需求量大，市场也由年初中石化一枝独秀，到年末的中石油、中海油等多行业、
多集团的多项目，市场得到进一步开拓。
浙江格睿未来高速成长明确，对公司未来年度的净利润将产生积极影响，是公司着力培育的新利润增长点。
（二）资本运作
1、梦响强音证券化路径的调整
报告期，公司分两次出售梦响强音40%股权，以3亿元投资入股灿星文化6.0698%的股权，系公司根据投资标的整合及证
券化路径变化做出的主动积极地调整。
灿星文化主要从事电视节目制作业务，是包括“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出彩中国人”、“蒙面歌王”、“了不起的挑
战”、“金星秀”、“中国好舞蹈”等电视节目的制作方。
灿星文化目前的核心业务是“中国好声音”、“蒙面歌王”、“中国好歌曲”、“出彩中国人”等系列节目及品牌衍生开发。经
过多年的运作，旗下多个娱乐音乐品牌地位已得以确立，同时各项衍生业务开发已确立较完整的商业模式，其品牌授权业务
合作对象、签约艺人队伍、艺人广告代言客户、互联网衍生产品均持良好发展态势。
梦响强音是灿星文化独家授权的制作和/或运营的影视节目的品牌管理开发运营、艺人经纪、衍生产品开发、现场演出、
音频内容运营相关的公司，原系灿星文化的下游公司；目前，灿星文化已将梦响强音整合至旗下，成为其控股子公司。
2、投资设立浙江浙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浙江浙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有利于加快公司在“大能源”及其“制造+服务”领域的产业整
合和转型升级。公司未来拟通过“浙富资本”打造专业化金融投资控股子平台，通过不断引入专业化金融行业管理团队，迅速
提升和优化公司战略投资并购能力和资源整合实力，并打造具备全球化视野的能源及新兴产业资本合作平台。
浙富资本成立后将紧紧围绕本公司的发展战略，借助并购基金等各种形式，围绕上市公司在大能源产业链、能源互联网
等相关新兴领域做大做强，为标的企业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不断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加速推进公司的重大战略发展规划，
巩固公司在核心竞争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加快公司的转型升级，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浙富资本参与投资设立“桐庐浙富桐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产业基金”）。产业基金总规模为2亿元人民币，其中：浙富资本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占比2%；公司作
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4600万元，占比23%。
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桐庐浙富桐君股权投资基金主要专注于新兴产业相关的非上市企业直接或间接的股权投资或与股
权相关的投资，包括高端装备、传媒、互联网及医疗保健等相关产业项目。公司投资设立该产业基金，可以充分调动社会资
本、专业力量和产业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对公司有重要意义的并购标的，并通过借助地方政府资源及当地民营企业的行
业龙头优势，实现政府推动支持与市场化运作的有效结合，并通过证券化等多种灵活方式进行退出，以期实现良好的投资收
益，更好的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
（三）金融服务
1、跨界互联网金融，布局汽车金融等新兴蓝海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战略发展需要，与杭州车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财米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在
杭州设立杭州车猫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其中浙富控股出资1530万元，占公司股份51%。该公司主要从事提供投资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咨询，技术咨询，汽车技术等业务。
车猫网络作为国内优秀并高速发展的O2O二手车交易互联网平台，目前业务迅猛发展，并积极布局汽车金融等新兴蓝海
领域，公司此次与车猫网络、财米科技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大能源+互联网等新兴领域投资”的发展战略，是
公司在新兴领域积极开拓的又一重要举措。
2、小贷公司股权收购
报告期内，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三位股东浙江奥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桐庐绫绣投资有限公司、自然人卢水晶持有的浙富小贷23%股权。
公司现持有浙富小贷公司41.79%的股权，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浙富小贷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状况良好，风险控制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公司本次收购浙富小贷部分股权实现控
股后，有利于浙富小贷的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稳定公司的盈利渠道，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防范
和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四）证券与市场
1、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
2015年12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08号）文件，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2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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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维护证券市场稳定
2015年下半年，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非理性暴跌，股价大幅下挫，极大地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在此背景下，
国家也纷纷出台政策稳定资本市场，力争恢复资本市场平稳发展。基于对公司基本面的看好，和未来发展的认可，公司积极
响应中国证监会的号召，于7月10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五）研发创新方面
报告期，公司投入5,744.63万元用于产品及工业技术研发创新，占全年营业收入的8.12%。研发的持续投入极大的激发
了公司的创新动力，研发成果大量涌现。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有效专利累计64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等其它专利55项，拥有发明专利受理书1项，
取得原始软件著作权2件，三人次取得国家及行业标准化委员，并参与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起草修订及讨论。目前，公司已
成功申报省级企业研究院，正积极申报省级重点研究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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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能源设备

563,923,724.59

96,336,322.20

17.08%

合同能源管理

65,400,334.65

50,464,832.08

77.16%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30%

138.68%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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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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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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根据2015年1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同意收购浙江格睿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
股权交易价格为22,950.00万元。该公司已于2015年1月28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公司已支
付5,737.50万元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17,212.50万元。本报告期，浙江格睿在购买日至期末实现的净利润为
4,169.18万元。本公司将2015年1月31日确认为购买日，将浙江格睿及其下属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浙富资本公司

新设子公司

西藏源合公司

新设子公司

杭州车猫公司

新设子公司

香港浙富集团公司
西藏源沣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5年7月

出资额
20,400,000.00

出资比例
51.00%

2015年8月

40,000,000.00

100.00%

2015年12月

5,100,000.00

51.00%
100.00%

2015年8月

新设孙公司

2015年12月

浙富北京公司
新设孙公司
注：截至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出资。

2015年12月

[注]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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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毅
2016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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