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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2015-078 

债券代码：128009                             债券简称：歌尔转债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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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尔声学 股票代码 00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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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军安  贾阳 

电话 0536-8525688 0536-8525688 

传真 0536-8525669 0536-8525669 

电子信箱 ir@goertek.com ir@goerte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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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416,370,473.97 4,673,051,154.85 1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8,371,137.73 607,530,996.87 -1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6,889,672.38 564,468,797.90 -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1,736,417.11 687,103,601.10 25.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0 -1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0 -1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3% 9.19%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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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8,092,991.50 17,757,736,753.65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26,445,808.26 8,330,937,686.26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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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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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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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潍坊歌尔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3% 397,261,054  质押 52,161,054 

姜滨 境内自然人 17.60% 268,600,500 234,885,000   

姜龙 境内自然人 3.29% 50,276,000 42,957,000   

华泰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

华泰－歌尔"家

园 1 号"员工持

股计划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29,579,500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24,462,622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15,990,165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淡水泉

精选 1 期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1% 13,959,820    

淡水泉（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淡水泉

成长基金 1 期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12,319,922    

胡双美 境内自然人 0.71% 10,800,000 8,100,000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投

资精英之淡水

泉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8% 10,398,8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制的公司。姜滨、胡双

美为夫妻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27,261,054 股外，还通过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00 股，合计持有 397,261,05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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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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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根据国际调研机构IDC的统计数据，2015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6.72亿部，较2014年同期增长15.08%；全球智

能平板电脑出货量为9100万台，较2014年同期下降7.52%；同时，包含智能家居、可穿戴等在内的智能化硬件、软件领域正

在酝酿新一轮快速增长机会。面对复杂国内外经济形势，宏观经济下行和行业增速放缓压力，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战略转型

方针路线，把握“互联网+”时代新的智能硬件产业机遇，确保既有业务稳健发展前提下，积极拓展智能音响、智能可穿戴

设备、智能娱乐、智能家居等战略领域新的业务增长点。 

报告期内，面对行业发展环境变化，公司管理层积极行动，夯实原有产业布局，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一是推动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坚定落实新的战略方向；二是推进落实公司第一期“家园1号”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公司管

理、技术骨干员工，实现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一致性，提高公司凝聚力和竞争力，确保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三是拓展外延式

发展途径，收购了Mobvoi Inc.12.50%股权；四是加快公司产业布局，不断加强科技研发实力。在国内相继设立歌尔丹拿、

歌尔南京子公司，在国外相继设立丹麦、瑞典子公司，充分利用当地研发技术人才资源。 2015年2月，公司凭借在MEMS麦克

风领域雄厚的专利积累，同主要竞争对手美国Knowles Corporation达成专利和解，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专利申请760项，公司行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业务均稳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541,637.05万元，同比增长15.91%，其中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18,444.81万元，同比增长12.95%；主营业务成本381,043.68万元，同比增长15.15%。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规模扩大，因处于战略转型期，研发投入增加，市场销售规模扩大，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合计68,032.54

万元，同比增长23.62%；2014年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报告期内财务费用9,521.54万元，同比增长120.37%。 

报告期内，为满足公司战略转型所需，公司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力度，积极引进高端技术人才，研发投

入37,495.75万元，占营业收入的6.92%，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40%。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86,173.64万元，同比增长25.4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

扩大，营业收入增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净流出145,058.53万元，流出净额同比增加162,869.92万元，主要原因是：

公司调整负债结构，银行借款规模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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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416,370,473.97 4,673,051,154.85 15.91%  

营业成本 4,009,014,884.64 3,383,751,203.79 18.48%  

销售费用 98,864,820.98 84,707,936.42 16.71%  

管理费用 581,460,600.73 465,624,608.81 24.88% 主要是研发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95,215,385.18 43,207,290.90 120.37% 
2014年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

费用增加 

所得税费用 95,472,123.81 111,998,001.64 -14.76%  

研发投入 374,957,547.41 286,629,934.00 30.82% 
为满足公司战略转型，公司新技术、新

产品、新工艺的开发投入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736,417.11 687,103,601.10 25.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5,408,694.29 -753,518,179.91 4.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0,585,327.38 178,113,834.48 -914.41% 公司调整负债结构，银行借款规模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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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46,701,520.35 86,098,917.49 -1,664.13% 
偿还银行借款增加，筹资活动流出净额

增加 

应收票据 125,419,345.87 62,730,986.16 99.93% 银行承兑汇票结算金额增加 

存货 2,232,814,009.25 1,612,840,054.14 38.44% 
为满足下半年订单需求，适当增加备货；

进一步延伸产品制造链，存货储备增加 

在建工程 658,166,878.73 447,342,197.45 47.13% 
公司生产经营用基建项目投资及期末待

安装调试设备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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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通过设立方式取得全资子公司歌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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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滨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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