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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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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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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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威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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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3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鄢光敏

刘玲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 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
房
房

传真

0755-86312975

0755-86312975

电话

0755-86312861

0755-86312975

电子信箱

sec@invt.com.cn

sec@invt.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立足于工业自动化和能源电力领域，依托电力电子、自动控制、信息技术等，2015年在电气传动、工业控制、交
通牵引、新能源汽车驱控、UPS电源等核心业务取得成绩；并且积极培育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及新能源等相关业
务。公司产品主要包括低中高压变频器、PLC、伺服系统、HMI、电主轴、轨道交通牵引逆变器、电动汽车控制器、UPS电
源、电梯智能整体机、光伏逆变器等。
公司在国家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优化等整体战略的引导下，积极布局企业创新能力和工业智能化，产业升
级转型的进程，积极通过自身的技术和创新，助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迈进。在国家“中国制造2025”战略主线以
及重点领域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轨道交通牵引、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等领域，都契合公司多元化的业务发展组
合和技术研发方向。例如为了全面服务快速增长的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英威腾在2014年底组建了专门团队进行电动汽车控制
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并在2015年得到市场认可，与国内各大新能源汽车生产商共同推进可持续城市交通发展。
电气传动行业一直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变频器属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产品。公司低压变频器已经形成了长
期稳定的市场基础，整体市场呈现缓增趋稳态势；品牌竞争优势突出。2015年公司推出和优化了GD3000，GD2000，GD800，
IPE300等等新产品，变频器产品的系列产品更加齐全。2015年变频器产品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和成绩。
工控行业的发展，随着工业4.0、十三五规划等国家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及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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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工控业务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产业布局方面，公司投资设立了英威腾智能控制公司，在控制层补充运动控制
器业务，进一步完善工业自动化业务布局。通用伺服新产品DA200推出，市场反应良好。主轴电机型谱进一步完善，应用效
果良好。
UPS电源行业，应用市场包括信息、通信、电力、金融、政府、制造业、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众多领域。
随着信息产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需求进一步加大，带动市场对UPS电源的需求持续提升。UPS电源业务已经成为公司的核
心业务之一。2015年UPS电源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逐步攀升，模块式UPS等新产品顺利开发完成，UPS电源整
体上保持了稳健、快速发展。
交通牵引业务，随着中国城镇化推进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需求加大，未来几年城市轨道交通将处于建设高峰状态。
公司自主研发的轨道交通车辆牵引系统，于2015年12月成功通过评审，正式进入推广运用期，未来参与国内外的项目投标，
将进一步成为公司发展的潜力业务。2015年取得的成绩，对于开拓牵引系统新市场，提升公司在轨交领域的专业地位有重大
意义。
新能源汽车业务，符合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宏观政策导向，适应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的良好契机。
公司的新能源汽车产业，2015年取得较好成绩，在电动汽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等方面进步明显。主力产
品已经批量供货。2016年将推出更具竞争力的系列产品，同时针对电动汽车动力系统解决方案，加大汽车电源产品的研发和
市场推广力度。
国际业务方面，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机械、工业控制及自动化等领
域需求增加，公司在海外市场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2015年公司凭借质量过硬的产品、高端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通过积极
的发展战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良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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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1,083,362,628.27

1,057,884,347.12

2.41%

928,088,76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880,180.66

161,914,020.67

-8.05%

123,483,87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122,914.84

140,906,191.87

-6.23%

107,522,659.83

8,992,899.79

92,428,438.82

-90.27%

194,680,025.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81

0.2263

-8.04%

0.17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79

0.2261

-8.05%

0.1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2%

11.83%

-1.91%

1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035,352,544.25

1,822,736,811.85

11.66%

1,604,449,14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2,194,793.08

1,453,518,800.45

8.16%

1,305,077,732.6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16,990,797.51

261,895,213.58

272,499,895.19

331,976,72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47,737.80

42,306,479.74

40,916,107.33

46,009,85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54,609.53

41,790,125.99

37,187,979.32

37,790,2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98,434.75

-5,672,027.73

15,168,661.20

48,794,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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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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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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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50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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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申力

境内自然人

18.16%

130,444,882

97,833,661 质押

杨林

境内自然人

4.81%

34,524,829

25,893,622

陆民

境内自然人

3.06%

21,963,600

0

张波

境内自然人

2.99%

21,470,273

21,470,273

贾钧

境内自然人

2.45%

17,597,856

14,004,560 质押

张科孟

境内自然人

2.35%

16,916,742

12,687,556

张清

境内自然人

2.09%

15,043,357

11,350,434 质押

邓晓

境内自然人

1.87%

13,449,460

0

牟长洲

境内自然人

1.72%

12,344,166

0

王健

境内自然人

1.37%

9,859,781

0

数量
38,507,427

14,004,560

10,003,2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无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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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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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不同程度下滑，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已进入7%以下的新常态，产业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实体
经济增长徘徊，制造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工控行业的竞争格局相比往年变化不大，市场需求普遍不旺，但以智能制造、
机器人等相关需求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方面，价格战更加惨烈，以行业解决方案和系统方案的竞争趋势越来越成为主流。英
威腾坚持自己的发展战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方针，稳中求进。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336.26
万元，同比增长2.41%；营业利润11,283.09万元，同比下降13.79%；净利润15,053.20万元，同比下降5.92%；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14,888.02万元，同比下降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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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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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年6月17日，本公司成立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智能控制有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智能控制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600万元，报表日实收资本1577万元，本公司出资600万元，持股37.50%；深圳市迈科讯科技有限公司出资977万，持股62.50%。
主营业务： 运动控制系统、数控系统、伺服系统、自动化软件等自动化控制产品的技术开发和销售。深圳市英威腾智能控
制有限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本公司委派3名，且董事长由本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本公司已实际拥有该公司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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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2015年8月19日，本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
万元，报表日实收资本1000万元，本公司出资1000万元，持股100%。主营业务：新能源发电设备、分布式电源及其配套产
品的研制、生产、销售。
（3）2015年7月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交通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原来的8000万增至8700万，注册资本变更后本公司股权比
例从57%降至44.7626%，仍为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交通技术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该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本公司委
派3名，且董事长由本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本公司已实际拥有该公司控制权，故仍纳入合并范围。
（4）2014年9月24日,本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英创盈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报表日实收资本1210万元。主营业
务：投资、管理、咨询。
（5）2015年9月11日，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05120125）公司注销[2015]第09100001号公司准予注销
登记通知书，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英威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苏州御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不再纳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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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0.00%

至

-70.00%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0

至

589.43

2015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964.77
（1）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一季度收入增速放缓；
（2）同比上年同期，公
司主要产品转产至苏州基地，一季度收入基数较小产能未有效发挥导致毛
利率下降，后期随着产能上升毛利率将恢复至正常水平；（3）工资薪金上
升和新一期股权激励实施导致期间费用同比增加；（4）公司一季度业绩占
全年的基数较小，导致波动幅度较大。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申力
2016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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