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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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立科技

股票代码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21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松

刘宇

电话

0571-86695670

0571-86695649

传真

0571-86695649

0571-86695649

电子信箱

liuxiaosong@dali-tech.com

liuyu@dali-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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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0,569,575.38

133,268,202.97

1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09,300.58

18,306,312.88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134,875.06

7,551,244.02

34.21%

-31,602,919.03

-30,314,769.79

23.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2.63%

-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289,011,897.38

1,273,230,860.50

1.24%

941,420,338.64

934,077,704.71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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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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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庞惠民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普通股数量

29.10%

133,465,90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 境内非国有法人
级证券投资基金

3.38%

15,489,84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7%

14,999,912

章佳欢

境内自然人

3.26%

14,93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 境内非国有法人
级证券投资基金

1.70%

7,783,1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 境内非国有法人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0.70%

3,199,457

陈红强

0.68%

3,11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式证券投资基金

0.65%

3,000,08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型证券投资基金

0.65%

2,968,852

阎喜魁

0.48%

2,191,588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00,099,428 质押

82,532,000

9,490,000

1,643,6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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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2015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审慎制定了年度经营目标与经营策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强化生产经营管理、落实深化内控管理等一系列措施，使公司的各项业务得到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
经营业绩稳健增长，为下半年的工作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红外热像仪民品领域，公司除了巩固并提升在电力等成熟市场的份额外，还利用非制冷探测器国产
化形成的成本优势，积极拓展了车载夜视、安防、森林防火、石化、气体检测等新兴领域，并取得了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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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在军品领域，随着国防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军民融合战略的确立，公司拥有更多的机
会投身到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去。公司过往几年在军品领域的积极投入使得一批军品项目成功实现，也为未
来在此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总体来说公司所处的行业依旧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
报告期内，依托突出的技术创新能力、完善的产品开发体系和日渐增强的国内外营销网络，公司业务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同时，公司着重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不断优化生产管理体系。在建立内
部控制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生产经营管理，加强了内部控制，完善了薪酬和绩效考核体系，使公
司的综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2）主营业务分析
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保持了稳步发展的势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仍然坚持稳健经营的
思路，以加强科研开发和市场拓展为着力点，提升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2015年1-6月，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盈利能力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56.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98%；营业成本7,953.24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6.61%；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1,871.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8%。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为128,901.19万元，较年初增加1.24%；股东权益94,280.84万元，
较年初增长0.78%。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期红外热像仪
12.98% 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
期略有增长所致。

150,569,575.38

133,268,202.97

79,532,354.06

74,601,731.79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较
6.61% 上年同期增加，相应成本
增加所致。

13,470,103.32

11,747,049.49

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
14.67% 场，导致销售费用增加所
致。

46,069,031.17

35,972,300.16

28.07%

主要系研发支出增加所
致。

4,115,069.44

3,692,612.60

11.44%

主要系利息支出增加所
致。

1,991,997.63

2,459,303.08

-19.00%

24,466,164.51

16,703,136.13

4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602,919.03

-30,314,769.79

主要系本期原材料储备
4.25% 增加导致购买商品支付
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33,502.02

-254,341,866.30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年同
-100.67% 期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753,132.16

340,868,802.96

-107.5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55,628,750.15

56,305,942.33

-198.80%

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所得税费用
研发投入

主要系公司研发支出增
加所致。

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所致。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研究开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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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保持了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力度，以“核高基重大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等
科研开发项目为工作重点，进一步加强公司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公司通过产品研发、工艺调整等手段实现
产品功能的升级换代、研发出具有更高适应性的产品、并提高产品可靠性、降低产品成本形成差异化竞争
优势。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取得授权和已申请审查专利30项（其中发明专利21项，实用新型5项，外
观专利4项）、国家重点新产品4项、软件著作权11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7项。
2）生产经营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安全、稳定、高效的原则展开生产经营工作。公司通过落实生产经营管控制
度、加强生产成本控制管理、优化薪酬绩效考核体系等主要措施，进一步降低成本消耗、提高产能效率，
从而提升生产运行水平。
在传统应用领域方面，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深挖红外热像仪在电力、军品等成熟领域的应用和市
场潜力。公司不断完善和推进经营管理策略，加大市场营销力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传统应用领域的市场
竞争力。在新兴应用领域方面，公司利用非制冷探测器产业化的领先优势，进一步降低相关产品的生产成
本，积极推进车载夜视等新兴应用领域的开拓，以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3）提升管理水平方面
公司在企业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公司通过了一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了一套稳
定的管理体系。报告期内，公司将管理体系的制度和流程进行落实，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
同时，公司深化了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并完善了各项规章管理制度，适应了公司快速发展的需要。
(3)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分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147,860,774.05

79,438,472.98

46.27%

13.21%

6.62%

3.32%

147,368,606.41

79,297,373.39

46.19%

13.67%

6.83%

3.44%

6,987.18

8,167.52

-16.89%

-97.81%

-96.18%

-49.89%

485,180.46

132,932.07

72.60%

-24.60%

93.25%

-16.71%

境内

138,599,795.12

71,197,013.42

48.63%

35.20%

39.55%

-1.60%

境外

9,260,978.93

8,241,459.56

11.01%

-67.04%

-64.91%

-5.39%

分产品
红外热像仪产品
DVR产品
其他
分地区

(4)核心竞争力分析
1)专业化研发优势
公司一直专注于红外热像仪领域的研发，具备完善的产品研究、开发和创新体系。公司具有较强的产
品研发能力、持续创新能力和项目市场化能力，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国内外同行业发展态势和市场需求，抢
占市场制高点。同时，公司与国内众多科研院所开展了多领域、多形式的合作，使公司不断保持研发先进
性。
目前，公司拥有两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其中，“高性能非制冷红外焦平面项目”被批准立项为“核高基
重大专项”、“集成自主探测器的分析型工业热像仪开发和应用项目”被批准立项为“2014年度国家重大科学
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其中的“核高基重大专项”项目，标志着公司的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的研发和产业
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项目目标如能顺利实现，将为公司在新兴应用领域的开拓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并将提升我国红外热像仪核心器件的研制水平及国际竞争力，对公司发展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2)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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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品牌在相关领域已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和知名度。公司产品在电力行业、安防行业、消防、海事、
建筑检测等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信誉度，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公司秉承“技术让用户放心，服务
让用户满意”的企业理念，依托成熟的质量管理体系、营销管理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是的公司产品品牌
形象得以迅速扩大，并拥有一大批行业影响力的核心客户。
同时，公司采用国际化的现代管理模式，已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及CCC认证、CE认证等认证，有效提升了公司质量控制水平。公司
的质量及品牌优势可为公司运作高端品牌提供最佳平台，能够保证公司在未来的市场开拓和竞争中长期占
据并保持优势地位。
3）军品资质优势
公司已经取得了《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
证证书》及《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具备了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的资格。目前，公司已与其他
军品生产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系统性参与并承接了军品业务订单。随着未来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深入，
公司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其中，一系列完整军品资质的取得确保了公司在军品市场的生产销售资格，能够
确保公司的竞争优势。
4）生产管理和营销优势
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形成一套具有公司特色、运作有序的管理机制。在红外热像仪系列产品领
域制造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开发、生产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支精干的技术管理队伍和一大批技术熟练的操
作人员，形成了较完善的生产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通过加强产品生产环节的控制，引进高端生产检测设
备，产品生产效率得到较高提升，产品性能及质量也得到有效保证，确保了公司的竞争优势。
公司已经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市场营销网络体系，针对不同行业客户的应用特点，公司采取定制化模式
开发生产，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解决方案，并辅以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在红
外热像仪领域，公司与各方客户均保持了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市场销售规模稳定增长，企业效益稳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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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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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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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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