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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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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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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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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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 号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 号 

传真 0592-3152406 0592-3152406 

电话 0592-3152372 0592-315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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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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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互联网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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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完成了深圳市微梦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事项，公司向互联网业务转型迈出了第一步，积

累互联网业务运营经验。公司筹划收购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布局版权大数据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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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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435,683,061.26 449,624,516.49 -3.10% 554,407,02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81,889.82 -92,045,672.24 111.82% 9,601,09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43,971.07 -84,505,905.99 108.22% 3,996,24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283,729.87 46,194,316.02 149.56% 51,248,081.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8 -0.4720 111.82% 0.04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8 -0.4720 111.82% 0.04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23.07% 26.11% 2.07%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647,466,055.91 615,981,592.42 5.11% 782,177,43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3,910,659.84 353,028,770.02 3.08% 445,074,442.2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2,224,344.34 111,015,874.21 96,026,368.70 126,416,47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8,488.24 4,365,849.05 2,592,157.33 2,375,39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6,520.14 4,122,603.20 1,992,613.29 -647,765.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05,444.85 15,676,151.27 34,764,227.17 86,248,7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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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07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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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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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旭曦 境内自然人 25.89% 50,485,759 50,485,759 

张杰 境内自然人 12.48% 24,344,328 18,25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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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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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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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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2,589,4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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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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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1,6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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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刘俊峰 境内自然人 0.78% 1,522,804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新股Ｃ1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1,521,13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述股东中，张杰和林旭曦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不

知悉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管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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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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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清理、稳定、优化”的经营策略，对商务信息用纸业务进行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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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布局互联网业务，公司完成了深圳市微梦想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事项，筹划收购北京畅元

国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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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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商务信息用纸产品 371,234,401.60 70,582,985.71 19.01% -8.53% 105.72% 10.56%

互联网服务 42,757,320.06 37,815,609.31 88.44% 100.00% 100.00% 88.44%

彩票服务 13,297,790.76 1,526,513.17 11.48% -36.32% -87.11% -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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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商务信息用纸业务营业利润比上年增加105.72%，主要是因为（1）、公司2014年对部分产品及库存实施

清理，造成亏损；（2）、2015年公司对业务实施优化，提升产品盈利能力。 
2、报告期内。公司彩票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上年减少36.32% 、营业利润同比上年减少87.11%、毛利率同比上年减少45.22%，

主要是因为受相关政策影响，自2015年3月起停止公司彩票代购业务。 
3、报告期内，公司收购深圳市微梦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公司新增互联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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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持有的杭州安妮100%的股权转让给蔡兴尧，杭州安妮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公司收购深圳市微梦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新增微梦想纳入合并范围。 
3、公司设立厦门千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厦门恒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增二家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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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子公司西安安妮商务信息用纸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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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杰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