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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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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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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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康力电梯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2367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贤

陆玲燕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 888 号 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 888 号

电话

0512-63293967

0512-63293967

电子信箱

dongmiban@canny-elevator.com

dongmiban@canny-elevato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成套配件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整机产品的安装和
维保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成套配件，广泛应用于住宅、商场、酒店、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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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等诸多领域。
公司通过技术引进、自主开发等方式，迅速提升整梯制造水平，致力开发更安全、高效、节能、舒适
的电梯产品，重点掌控动力系统、控制系统等核心部件技术，在中低速电梯产品方面，零部件自制率高达
70%以上。
公司销售模式分直销和代理，在获取订单后，根据配套的建筑和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方案，
形成“订单式生产”的经营模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电梯市场，住宅、公共
基础设施、商业设施、旧梯改造、加装电梯等需求，以及未来电梯后市场、物联网、县域市场等市场机遇，
电梯行业的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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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3,314,058,122.13

3,270,312,469.62

1.34%

2,821,281,98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4,068,338.56

488,755,265.91

-13.24%

402,408,00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1,924,099.36

442,715,342.46

-15.99%

369,680,552.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9,960,684.40

187,395,186.88

92.09%

562,615,24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92

0.6617

-15.49%

0.5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92

0.6617

-15.49%

0.5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0%

22.70%

-7.60%

21.7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5,208,831,837.90

4,048,974,328.93

28.65%

3,778,244,99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89,147,457.91

2,340,063,951.38

49.10%

2,027,228,0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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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412,543.07

898,480,823.36

871,714,533.19

809,450,22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364,084.16

150,527,707.03

124,022,076.49

56,154,47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034,137.20

135,906,230.31

113,294,088.60

33,689,64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082,931.31

125,545,290.52

-4,365,613.41

175,698,075.98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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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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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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36,841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35,326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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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林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境内自然人

44.96%

358,591,306

268,943,479

上海隆源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3%

12,978,585

12,978,585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1.38%

11,047,036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19L-CT001 深

其他

1.38%

10,980,249

0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33%

10,599,202

0

朱奎顺

境内自然人

1.11%

8,869,500

0

朱美娟

境内自然人

1.05%

8,410,5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瑞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7,119,792

6,489,29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
合

其他

0.81%

6,489,293

6,489,293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1%

6,489,292

6,489,292

上海爱康富罗纳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其他

0.81%

6,489,292

6,489,292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20,266,300

质押

6,4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友林先生与朱奎顺先生、朱美娟女士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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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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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 年国内电梯行业面临的现状，既可以说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电梯行业受房地产深层
次调整、城市基础建设等方面影响发生格局性变化，喜忧参半。大方面，经济环境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的阵痛期，国家政策对地产的调控在持续。小方面，电梯产量、销量，表面形势一片大好，仍有增长，
但细细品味其实不是这样，市场用量增速进一步放缓，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行业竞争、订单争夺更趋
激烈，电梯产品价格不增反降，行业增产不增收，行业效益普遍下降。原材料价格波动大，特别是 2016
年第四季度，原材料价格呈现快速上涨趋势，包括人工成本上升，成本压力上升。全国 600 多家电梯整机
制造企业，优质企业都在采取各种手段应对突变的市场和地产行业分化加剧、集中度提升的变局，而同时，
优胜劣汰的原则下，部分行业内企业生存困难，中小企业生存堪忧，订单锐减。
在行业增速继续下滑的背景下，面对外资品牌、合资品牌强手如林的竞争环境，公司 2016 年仍取得
了实属不易的成绩。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14 亿元，同比增长 1.3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4.24 亿元，同比减少 13.24%；综合毛利率为 36.75%，同比提升 0.41 个百分点，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为 3.60 亿元，同比提升 92.09%。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52.09 亿元，负债总额 16.88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35.21 亿
元，资产负债率为 32.40%，正在执行的有效订单为 43.1 亿元（未包括中标但未收到定金的苏州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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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线、长沙轨道交通 4 号线、深圳地铁 3 号、5 号、9 号线部分电扶梯设备，中标金额共计 4.43 亿元）
。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①非公开发行股票：2016 年 8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59,052,563 股，募集资金 9.1 亿，用于
新建电梯智能制造、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电梯云服务平台、电梯试验中心三个项目，对电梯产品的全流
程进行技术升级，提高网络渗透率，实现生产制造智能化、测试研发数字化、营销管理便捷化、安装维保
及时化、监控可视化和仓储信息化，打造新康力电梯体系。
②营销建设：2016 年，康力在基础设施项目领域的实力继续提升。公司在国内中标多个轨交、高铁项
目，累计中标金额超过 5 亿元，占全年营业收入的 15%以上，有国内的渝万铁路项目、呼张高铁项目、苏
州轨道交通 3 号线项目、穗莞深城际轨道交通项目、长沙市轨道交通 4 号线项目、深圳有轨电车示范线项
目、深圳地铁 3 号、5 号、9 号线部分电扶梯设备，此外还有国外的伊朗马什哈德地铁一号线项目、伊斯
法罕地铁一号线项目、设拉子地铁一号线项目、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场项目，民族品牌在轨道交通
领域大放异彩。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建立起一个层次鲜明、分工有序、布局合理的营销服务网络，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已成立分公司和服务中心 85 家，其中分公司 47 家，取得 A 级安装维保资质的有 25 家。
③市场传媒：2016 年度，公司多次参加国际电梯展览会，如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等，
向全世界展示民族电梯产品；公司物联网亮相 2016 上海国际电梯展，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电梯的全生命
周期的有效监管，实现公司、电梯、人、移动终端等全面互联，提升工作效率，保障乘客安全；参加 2016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博览会，跟着国家战略“一带一路”走出去，着力扩大海外市场，提升品牌实力和地位，
将以更积极的姿态全力支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繁荣做贡献。
公司成立近 20 年来，始终以做强民族品牌为己任，在全国构建面积逾 141 万平米的产业基地，旗下
拥有 13 个全资控股子公司，布局全球营销网络，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两度登录纽约时代广场，
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品牌独特魅力，开创并引领一个属于中国电梯品牌的国际时代！
④质量管理：公司荣获 2016 年江苏省质量奖，为省政府最高质量奖项，体现了公司生产经营管理质
量、产品质量、客户服务质量、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的综合经营管理水平。
公司曾获得“苏州市质量管理奖”、“行业质量金奖”、“苏州市十大自主品牌”、“苏州市市长质
量奖”等称号。2016 年，公司还获得了江苏省“自主工业品牌五十强”、“江苏省优秀企业”等荣誉。
公司将继续抓好质量管理工作，以获得江苏省质量奖为新的契机，不断追求，不断开拓，以产品零缺
陷为目标，提升质量文化，建设卓越型组织，质量管理再上新台阶。
⑤制造与技术：2016 年，公司在原有制造体系的基础上，新引进行业领先的进口威猛生产线、电泳喷
涂流水线等智能制造设备，提升自动化水平，全年电扶梯销售量达 2.18 万台；随着多年研发，10 米/秒超
高速电梯已进入试验塔测试，公司全年研发投入 1.34 亿元。技术研发创新使公司保持在行业先进行列，
及时沟通、加强互动，了解市场需求，以市场和用户为导向研发产品，紧握市场脉搏；加强产品系列化、
标准化、通用化，博采众长、加工改造，持续不断地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进和优化，提升产品的可靠性和稳
定性；产品质量严格把关，提高产品性价比和市场竞争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发明专利 5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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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 688 项，外观设计专利 40 项及 11 项国际 PCT 认证，共计 793 项。
⑥信息化：继公司入选全国 600 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之后，历时一年，公司顺利获得了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为公司导入的第七个认证管理体系。期间，公司认真学习贯彻两化融合政策，
将两化融合工作提升至战略层面，新增、修订文件 15 个，围绕“统筹两化融合、协同创新物联、打造新
型能力、建设智慧企业”的两化融合方针，通过科学系统方法逐步提升两化融合效果。未来，公司将继续
坚持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创新的道路，强化信息环境下的竞争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
2016 年 12 月，公司与百度签约借助“百度天工”建设物联网大数据平台，进一步推进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实现预测性电梯维护服务，为使用者及客户提供更智能化的垂直交
通解决方案，提升公司电梯安装、维保后市场服务的竞争力。
公司已成功运用 M2M 智能互联技术，将电梯、维保站点、维保人员连接起来，进行精细化、数字化管
理，有效实现定期维保的监督查核，及时追踪处理电梯运行问题，从电梯安装到维保各个环节大幅提高了
服务执行率，确保电梯运行安全。
⑦扩大企业版图：2016 年 3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康力机器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完成工商
注册登记，注册资本 2 亿，专注于机器人产业投资、投资咨询。
2016 年 6 月，苏州工业园区康力机器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参股苏州瑞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
外骨骼机器人中的关节技术为突破口，重点开发适用于智能假肢的智能膝关节和踝关节产品，在康复机器
人、外骨骼机器人领域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同期，公司加入代表中国机器人发展水平的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将有利于促进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扩大公司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竞争优势。
2016 年 8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广都机电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广东康力电梯有限公司，标志着该公
司由生产部件到生产整机的转变，未来将与成都康力电梯有限公司一起成为公司产能新的爆发点。
2016 年 10 月，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法维莱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开业，集研发、制
造、销售电梯部件和新能源相关产品于一体，借助地域、人力资源、互联网等有利条件，将快速发展为公
司极富潜力的新生力量。
⑧员工持股：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为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结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以促进公司未来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
截至 2017 年 3 月 9 日，东吴-招行-康力电梯员工持股计划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累计购买公司股票 29,725,086 股，成交金额为 414,633,902.15 元，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
13.95 元/股。
⑨信息披露：2016 年度，公司共召开 4 次股东大会、9 次董事会、7 次监事会会议，会议的召集、通
知、召开、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决议公告均符合相关制度规定。2016 年度，公司持续提高信息披露透明
度，发布各类公告共 121 项，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考评保持 A 级，接待投资者现场调研 113 人次，接
听投资者来电 167 人次，网络业绩说明会回复投资者提问 40 个，互动易平台回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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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格局及发展趋势
过去十多年，受益于城镇化和房地产繁荣，国内电梯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并从 2005 年开始进入爆发
式增长。2001-2015 年，我国电梯产量的年复合增速达到了 22%。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电梯行业面临
考验，行业增速自 2015 年开始下滑。房地产的变化，无疑对电梯行业、电梯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目前“去库存”这一政策的实行，一定程度限制了新建建筑的增加。
但从电梯人均保有量来看，在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电梯保有量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我
国 2015 年人均电梯保有量约为 32.2 台／万人，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16 台／万人，但与城镇化率较高的欧
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仅仅为日本的 1/6，德国的 1/4。此外通过数据分析，无论以电梯销量和房
地产新开工面积测算电梯配比，或以电梯销量和同期的房地产竣工面积测算电梯配比，都是上升趋势，变
化的背后是人们对便捷性要求提升，致使电梯配比提升。2015 年我国电梯配比指标(电梯配比指标=电梯
销量/房屋竣工面积)创出新高,达到 9.3 台/万平，这也是电梯行业平稳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将从民用住宅、商业配套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电梯后
市场维保服务、电梯更新改造旧楼加装、绿色环保节能电梯六个方面拉动电梯需求。行业危中有机的是，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地铁、高铁、机场项目给行业带来电梯用量，改造、加装电梯项目明显增加，百强县城
镇化方兴未艾，百强房地产企业的发展为电梯品牌企业带来利好，维保业务整合、提档成为行业新增长点。
（3）公司发展战略
受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控影响，电梯行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市场增量为发展动力的时代和阶
段逐步结束。作为电梯行业民族品牌的领跑者，经过 20 年的创业拼搏，公司重新审视我们的价值观与基
本理念，重新梳理经营发展现状，冷静认清行业严峻形势，继续弘扬艰苦拼搏的创业精神，锐意进取、创
业创新，虚心向标杆企业学习，公司仍面临提升、成长的巨大挑战和机遇。公司将坚持“世界品牌、中国
领跑”战略，巩固地产，拥抱城建，注重行业资源性整合，抵御风险，继续增强综合竞争实力，拥有超越
的自信。
（4）2017 年的工作重点
2017 年，公司将深入推进“九大创新”战略，以开源节流为抓手，全面提高公司综合管理和运营能力。
①文化理念创新
理念和价值观是一切的源头。在公司成立 20 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全体员工统一思想，坚守理念，
做有正念、有正气、有正行的康力人，用新思想、新理念持续推进变革和创新。
②营销模式创新
开拓营销思路，推广“价值营销”，
“解决方案营销”和“服务营销”等手段；拓展营销渠道，深耕基
础设施、战略客户和县域经济；加大海外营销力度，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提高海外市场份额和占比；推
进改造和加装电梯业务。
③技术研发创新
以市场和用户需求为导向研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持续不断地加强对现有产品的改进和
优化，提高产品可靠性和稳定性；加强产品系列化、标准话、通用化，提高产品性价比，同时有利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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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环节的质量控制。
④管理信息化创新
以生产和业务管理为基础，实现全流程信息化。
⑤绩效制度创新
全方位推进绩效考核制度，根据日常和综合考核评分，实现“最小单元”绩效考核，进一步激发企业
活力，缓解经营压力。
⑥智能制造创新
全面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包括人员素质和流程管理信息化水平，实现真正的智能制造，即：不只是生
产设备自动化，还要生产流程信息化，生产管理精益化。
⑦安装、维保创新
培养高素质的安装维保管理和作业人员，提高对安装过程的管控力度和效果。加大“维保业务”的开
展。大幅度增加“质保期外”维保台量。使工程服务成为公司今后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⑧采购管理创新
整合现有资源构建物资信息动态化处理平台，将物资采购信息、供应商信息与计划、库存相结合，建
立动态交叉数据库，提升采购过程的管理水平和采购物料的性价比，实现信息共享，相互调配，大幅减少
备用物资的积压和资金占用。
⑨质量零缺陷创新
进一步推行“质量零缺陷”和卓越绩效管理理念和方法，以冲刺中国质量奖为契机，全面提升产品销
售质量、设计质量、制造质量、装箱发运质量、安装质量、安装过程沟通协调质量、维保质量全过程七个
质量，加强经营管理全流程的质量管理。
（5）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
①行业增速进一步放缓风险
根据国内电梯市场的发展情况，结合考虑宏观调控政策下的房地产业、公共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等因素，电梯行业告别了顶峰增长期，由于房地产行业“去库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新增住宅建设的增
量放缓，虽然随着公共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会带来一部分新梯增量，但电梯行业短期总体仍面
临市场需求增速减缓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产品销售造成影响。
②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和消费国，电梯生产企业数量较多，外资企业、本土企业及合资企业，
国外品牌、民族自主品牌、合资品牌，在各类产品之间均存在激烈的竞争。尽管公司在电梯行业具有一定
的竞争优势，但仍然面临行业竞争加剧的冲击等市场风险，从而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③生产要素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采购的直接材料主要包括外购零部件和钢材料，直接材料价格的变动对公司成本产生直接影响，
而公司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员不断增加，或因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政策调整使得人力、水、电、土地等
生产要素成本出现较大波动，而终端产品的销售价格因市场竞争激烈不能够完全消化成本波动影响，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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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④固定资产快速扩大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展以及智能生产设备的投入，生产基地的布局、营销网络的建设，公司固定资产
规模快速扩大，公司的生产成本也不断提高，若公司不能有效的提高订单获取能力、提高产能，充分发挥
固定资产使用效能，将面临固定资产规模扩大所导致的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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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1,868,524,207.50 1,106,147,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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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0%

-0.96%

-1.56%

0.36%

扶梯

853,074,363.02

563,406,917.42

33.96%

3.47%

1.27%

1.43%

零部件

215,843,008.18

152,539,339.60

29.33%

-3.59%

-5.32%

1.29%

安装及维保

337,423,543.70

253,981,519.20

24.73%

10.25%

12.90%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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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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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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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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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2 户，为新设立苏州工业园区康力机器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
法维莱科技有限公司。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友林
2017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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