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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00                           证券简称：苏州设计                          公告编号：2016-019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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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公司年度报告涉及的发展战略、经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及相关人士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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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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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16 年 4 月 13 日公司总股本 6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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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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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设计 股票代码 3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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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亮 郁慧玲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9 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9 号  

传真 0512-65230783 0512-65230783 

电话 0512-69564641 0512-69564641 

电子信箱 liang.hua@siad-c.com huiling.yu@siad-c.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建筑设计等工程技术服务。建筑设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业务范围涵盖公共建筑设计、居住建筑设计、工

业与研发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装饰设计等各类建筑设计业务。除建筑设计业务外，公司还提供工程检测等建筑工程领

域的专业技术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是为各类建筑提供设计文件和图纸及相关技术服务。其中设计文件和图纸按照阶段分为方案设计文件和

图纸、初步设计文件和图纸、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图纸；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主要是在建筑施工阶段向业主提供图纸交底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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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司工程检测业务包括见证取样检测、专项检测、备案检测等，提供的主要产品为检测报告。 

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议标洽谈等方式获取设计业务，近三年以来，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建筑设计等工程技术服务业作为建筑工程从投资到最终实现中起承前启后的核心环节，是为建筑工程建设项目提供全

过程技术和管理服务的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作为工程建设价值链的前端，建筑设计等工程技术服务业主要为商业

办公、科教文化、医疗等公共事业，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建筑及居住建筑等涉及国民经济生产

生活众多领域的投资建设项目提供相关设计咨询服务。下游各领域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上升以及既有建筑改造的稳步推

进将对我国建筑设计等工程技术服务业的发展起到较大的牵引及驱动作用。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稳步发展、城市化建筑

的持续推进，我国建筑设计行业总体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公司是江苏省内领先的建筑设计单位，主要设计作品先后获得

国家级、省级多项荣誉。 

    受益于良好的行业发展态势，凭借在人才、技术、品牌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公司经营业绩总体保持了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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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307,345.98 338,029,212.13 -1.69% 285,016,74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106,090.11 56,552,187.05 -9.63% 59,475,47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937,995.66 54,687,305.03 -8.68% 56,484,88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30,767.18 47,294,713.84 -37.77% 68,668,052.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4 1.26 -9.52% 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4 1.26 -9.52% 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5% 19.53% -4.28% 25.14%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445,227,346.29 398,140,400.55 11.83% 344,392,14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9,373,530.39 309,517,440.28 12.88% 263,652,7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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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97,713.37 81,220,717.49 66,009,684.80 104,679,23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92,136.72 18,687,509.76 221,419.99 23,905,02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96,091.44 18,576,736.74 34,064.43 23,031,103.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168,721.48 17,284,320.40 6,285,528.68 41,029,6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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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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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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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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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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苏州赛德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22% 2,980,000 2,980,000   

戴雅萍 境内自然人 3.64% 1,638,000 1,638,000   

查金荣 境内自然人 3.04% 1,368,000 1,368,000   

张林华 境内自然人 1.86% 836,000 836,000   

仇志斌 境内自然人 1.86% 836,000 836,000   

张敏 境内自然人 1.86% 836,000 836,000   

唐韶华  境内自然人 1.86% 836,000 836,000   

靳建华 境内自然人 1.86% 836,000 836,000   

倪晓春 境内自然人 1.18% 532,000 532,000   

华亮 境内自然人 0.93% 417,000 41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戴雅萍、查金荣、唐韶华、张敏、仇志斌、张林华、倪晓春等 7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一致

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各方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不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各方在公司的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召开前，

先就会议所要表决事项进行充分协商沟通，形成一致意见后，在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进

行一致意见投票。公司未知除了上述以外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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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大环境下，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年初制定的2015年度工作计划， 贯彻董事会的战

略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230.7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10.61万元，比上

年同期略有下降。公司继续保持持续、稳健的经营理念，通过一个个精品设计项目的积累，品牌形象、行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与此同时，公司积极布局省外市场的业务开拓，持续进行研发投入、提高设计技术水平，扩大服务辐射领域，在轨道交通、

绿色节能建筑、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检测等领域不断发展创新。2015年，公司取得园林设计甲级资质、城市规划设计甲级资

质，该等领域内的业务承接范围与承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公司后续进一步拓展园林景观设计、城市规划设计业务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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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设计 294,368,709.22 118,008,509.72 40.09% -5.15% -5.87% -0.31% 

工程检测 35,045,676.15 10,413,250.93 29.71% 32.15% -0.30%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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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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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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期减少合并单位1家，为：赛德设计（昆山）有限公司。 

原因为：赛德设计（昆山）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经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予以工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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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