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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提出异议。 

1.3 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康立  

电话：0755-36606271  

电子信箱：kangli@mttlab.com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石岩湖方正科技园A3栋一楼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 16,977,800.93 4,327,615.25 292.3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208,566.68 1,698,048.86 383.41% 

营业收入 13,269,310.16 7,371,858.09 80.00% 

毛利率% 70.77% 62.50%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0,517.82 1,229,892.35 63.4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585,679.75 879,989.61 80.2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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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37.73% 113.55% _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29.76% 81.25% - 

基本每股收益 0.64 2.46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64 3.40 -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00,000 100.00% -500,000 - - 

其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500,000 100.00% -500,000 - - 

董事、监事、高管 500,000 100.00% -500,000 - -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 - 5,000,000 5,000,000 100.00% 

其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 - 4,000,000 4,000,000 80.00% 

董事、监事、高管 - - 4,000,000 4,000,000 80.00% 

核心员工 - - 2,520,000 2,520,000 50.40% 

普通股总股本 500,000 - 4,500,000 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杨振英 225,000 1,575,000 1,800,000 36.00% 1,800,000 0 

2 康立 135,000 945,000 1,080,000 21.60% 1,080,000 0 

3 

深圳市和智财

富二号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 1,000,000 1,000,000 20.00% 1,000,000 0 

4 张伟 90,000 630,000 720,000 14.40% 720,000 0 

5 李斌彬 50,000 350,000 400,000 8.00% 400,000 0 

合计 500,000 4,500,000 5,000,000 100.00% 5,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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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股权较分散，无单一股东持股超过50%。股东杨振英直接持有公司36%

的股权、股东康立直接持有公司21.6%的股权、股东和智财富二号直接持有公司

20%的股权、股东张伟直接持有公司14.4%的股权、股东李斌彬直接持有公司8%

的股权；且各股东均占有公司董事会1个席位。故公司无控股股东。 

公司股东为保证经营的持续稳定性，因此合计持有公司80%的股份的发起人

股东杨振英、康立、张伟、李斌彬签署了《股东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公司股

东大会中一致行动以共同控制公司。杨振英、康立、张伟、李斌彬均为公司董事

会成员，且杨振英为公司总经理，康立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张伟、李斌彬为公司副总经理，对于公司的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杨

振英、康立、张伟、李斌彬为公司的共同控制人。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商业模式 

公司系专业的第三方检测与技术咨询服务机构，主要通过为客户提供材料检

测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收取服务费用，从而获得收益和利润。其中材料检测服务

系接受客户委托，依照客户需求对其产品的物理性能、化学成分等指标进行检测，

出具检测报告，公司根据检测项目、检测成本、技术难度等收取服务费用；技术

咨询服务则系应客户请求，针对客户在产品研发、生产、贸易、使用等各个环节

遇到的与材料相关的工程、科学和技术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案，公司

通过上述服务收取费用。 

    公司服务的客户范围非常广泛，涵盖电子电气、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民

用航空、教育及科研等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较上年未发生重大变化。 

3.2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致力于在材料领域为客户提供优质、专业的检测与技术咨询服务，并将

技术咨询服务作为公司未来的业务重点。未来，公司一方面会拓展业务领域，开

拓司法鉴定、事故调查、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军工等高技术要求、高准入门槛

的新业务，另一方面会扩大业务规模，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并择机进行并购整合，

加快全国营销网络与实验室的布局。公司力争在五年内，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以

高端材料分析和失效分析服务为特色的第三方检测与技术咨询服务机构。 

3.3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1. 报告期内，公司的运营状况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实现营业收入1326.93万元，

同比增长80.00%；净利润201.05万元，同比增长63.47%。截至2015年末，公司总

资产为1697.78万元，净资产为820.86万元。报告期内，公司股东追加投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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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加大了在人才引进、项目研发、检测仪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投入，

从而营业收入与净利润都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2. 报告期内，苏州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公司继深圳总部之后建立的第二

个检测基地，这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对华东地区客户的服务能力。 

3.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不论是新技术研发还是现有技术成果转化都

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一个良性平台。公司将继续在科研上加

大投入，不断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4.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评定，并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2015年-2017年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 

5. 报告期内，公司规范各项业务流程及组织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积极推

进新三板挂牌工作，成功完成改制，并实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为公司规范化运作及未来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4 2016 年经营计划 

为了实现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公司持续经营的能力，公司制定了如下发展规

划： 

1、技术研发规划 

    公司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对外合作开发为补充的研发模式，密切关注国内

外新产品、新材料和新标准的发展趋势，结合市场信息与客户反馈信息，进行新

项目、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开发，为公司业务向新领域的扩展进行技术准备

工作。未来，公司一方面将继续重视对于失效分析、表面形貌及成分剖析、显微

分析等拥有相对优势的、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咨询服务的研发，另一方面会拓展

业务领域，开拓司法鉴定、事故调查、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军工等高技术要求、

高准入门槛的新业务。 

2、市场营销规划 

    公司设有营销中心负责品牌运营与市场发展工作。在品牌运营方面，公司一

方面会继续进行线上的推广与宣传，另一方面会深化与行业协会、教育机构与科

研机构的合作，通过展会、技术研讨会、标准推介会、发布技术白皮书等方式增

强品牌影响力。在市场发展方面，公司会在深圳、苏州的营销网点的基础上，进

一步增加网点，预计两年内在西安、重庆、北京设立营销网点，完成西北、西南、

华北的市场布局。 

3、财务管理与融资规划 

    公司会继续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加强财务风险控制，做好财务预算和成本控

制，进一步健全公司的内控制度。未来，公司会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选择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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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方式进行融资，确保公司资金的正常运作，提高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4、信息化管理规划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及经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信息技术系

统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为此公司与供应商签订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

开发协议，系统已经于2015年年底试运行。 

    LIMS系统以实验室为中心，将实验室的业务流程、环境、人员、仪器设备、

试剂、标准方法、资料文件、客户信息等结合起来，可以提升公司的信息化管理

水平，大幅提升实验室工作效率，并通过专业化管理减少人为失误，保证出具检

测报告的准确性。同时，信息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可为本公司提供大量的管理数据，

为企业发展、员工绩效考核、企业投资等提供决策支持。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公司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需更正或追溯重述的情况。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将新设立子公司苏州市美信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4.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深圳市美信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