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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0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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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股份  股票代码 00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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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泉青 谢蓉 

电话 0592-3152372 0592-3152372 

传真 0592-3152406 0592-315240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2@anne.comm.cn xierong@anne.com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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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3,240,218.55 218,982,057.27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14,337.29 6,803,126.33 -1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99,123.34 4,112,019.84 3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29,293.58 -17,542,895.67 67.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1.52% 0.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95,764,842.59 615,981,592.42 1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8,943,107.31 353,028,770.02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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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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林旭曦 境内自然人 25.89% 50,485,759 40,234,319 质押 366,100 

张杰 境内自然人 12.48% 24,344,328 18,251,246 质押 396,600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3,882,117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海汇系列－星石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2,929,74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

信托·胜达成长 3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2,569,001    

华富基金－浦发银行－华富基金浦发银

行共富 107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2,285,531    

上海兴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兴聚

财富 3 号非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2,1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 100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1,620,214    

刘俊峰 境内自然人 0.78% 1,522,80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锦鑫 2 号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1,50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杰、林旭曦为夫妻关系；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管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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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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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战略转型步伐；整合商务信息用纸业务，持续发展互联网业务，

构建互联网营销能力。 

报告期内，针对商务信息用纸业务，公司继续贯彻“清理、稳定、优化”的经营策略，剥

离运营效率低、盈利能力差的业务，公司商务信息用纸业务保持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彩票代购业务因行业整顿原因，自2015年3月起，长时间处于暂停状态，

对公司报告期的业绩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营销领域的布局，公司完成了深圳市微梦

想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事项，公司向互联网业务转型迈出了第一步。 

3.2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67.34%，主要是因为：支

付的其他如保证金等经营性款项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2469.07%，主要是因为公

司报告期内收购深圳市微梦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通过增资方式持有深圳尚彩科技

有限公司17%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542.99%，主要是公司通过

增加银行借款渠道，筹集对外投资所需资金； 

报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103.26%，主要是因为：公司筹资活

动的净现金流增加。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213,240,218.55 218,982,057.27 -2.62% 

营业成本 158,622,773.75 169,030,128.46 -6.16% 

销售费用 15,946,523.45 17,463,385.41 -8.69% 

管理费用 22,605,353.73 20,481,207.41 10.37% 

财务费用 4,222,054.16 4,634,365.55 -8.90% 

所得税费用 846,331.86 987,909.84 -14.33% 

研发投入 2,443,068.54 2,348,339.85 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29,293.58 -17,542,895.67 67.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57,474.57 -133,124.68 -32,469.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33,217.17 -11,317,044.17 542.9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38,970.53 -28,844,296.94 103.26%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没有披露未来发展与

规划延续至报告期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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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彩票代购业务因行业整顿原因，长时间处于暂停状态，对公司报告期的

业绩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目前相关彩票主管机构尚未就无纸化彩票制定明确业务规则，公

司采购代购业务是否能继续开展存在不确定性。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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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商务信息用纸行

业 

181,844,748.98 145,239,529.13 20.13% -11.35% -13.11% 1.61% 

互联网营销行业 14,957,391.12 3,246,330.10 78.30% 100.00% 100.00% 78.30% 

彩票行业 13,297,790.76 10,046,972.59 24.45% 44.78% 1,498.77% -68.71% 

分产品 

标准品 83,905,121.85 75,645,511.86 9.84% -14.79% -15.56% 0.82% 

彩票产品 13,297,790.76 10,046,972.59 24.45% 44.78% 1,498.77% -68.71% 

定制品 97,939,627.13 69,594,017.27 28.94% -8.18% -10.28% 1.66% 

互联网营销服务 14,957,391.12 3,246,330.10 78.30% 100.00% 100.00% 78.30% 

分地区 

国外 2,099,672.66 1,836,988.51 12.51% -82.51% -82.89% 1.96% 

华北 74,389,700.61 67,451,701.04 9.33% -9.42% 6.92% -13.86% 

华东 57,590,633.10 51,039,340.81 11.38% 8.12% 8.44% -0.27% 

华南 61,409,356.08 24,277,271.72 60.47% 9.73% -35.44% 27.66% 

西南 14,610,568.41 13,927,529.74 4.67% 33.42% 49.95% -10.51% 

1、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营销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上年增加100%，毛利率同

比上年增加78.30%，原因为公司今年收购深圳市微梦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公司上

年无此项业务。 

2、报告期内，公司彩票产品营业收入同比上年增加44.78%，原因为公司2015年1季度公

司彩票业务加大商户用户拓展力度，彩票代购量增加；营业成本同比上年增加1,498.77%，毛

利率同比上年减少68.71%，原因为（1）、公司获得商户用户的流量，需要向下游商务用户支

付较高比例的代购佣金；（2）、从2015年3月起，因行业整顿，公司彩票代购业务暂停，导

致成本费用占比上升。 

3、报告期内，公司国外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上年减少82.51%、82.89%，主要

是因为：公司降低出口业务量。 

4、报告期内，公司华南地区毛利率同比上年增加60.47%，主要是因为：新增深圳市微梦

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业务，计入华南区。 

5、报告期内，公司西南地区销售收入、销售成本同比增加33.42%、49.95%，主要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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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南地区上年基数小，本年销量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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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收购深圳市微梦想网路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 

2、为盘活公司房产资产，子公司厦门安妮企业有限公司全资设立厦门千实物业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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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