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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6                            证券简称：东杰智能                           公告编号：2016-023 

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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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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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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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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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 2015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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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杰智能 股票代码 30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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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海 李霞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新兰路 51 号 山西省太原市新兰路 51 号 

传真 0351-3633818 0351-3633818 

电话 0351-3633818 0351-3633818 

电子信箱 sec@omhgroup.com lixia@omhgroup.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物流设备、自动化生产线、输送线、仓储设备、涂装设备、自动监控系统、自动化配送中

心、立体停车库、工业机器人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与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智能物流输送系统、智能物流仓储系统、

智能立体停车库，公司的智能物流输送系统主要用于汽车、工程机械行业，智能物流仓储系统广泛用于医药、食品饮料、电

子商务行业，智能立体停车库立足于解决城市发展停车难的问题。 



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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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652,266.53 396,114,709.25 -7.69% 386,520,44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28,786.26 54,105,022.10 -32.86% 53,161,50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89,605.52 54,080,225.38 -48.06% 53,087,880.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449,202.71 6,885,376.71 -1,137.69% 14,021,418.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 0.52 -42.31% 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 0.52 -42.31% 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1% 15.32% -8.51% 17.29%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945,946,540.45 675,161,304.21 40.11% 610,587,81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7,062,791.17 378,727,833.45 81.41% 334,006,2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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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99,614.78 146,433,757.86 24,297,614.97 135,721,27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2,376.72 26,948,967.72 -7,218,165.25 14,365,60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04,126.26 25,733,169.27 -15,907,961.41 11,685,87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670,613.74 -1,579,928.41 -68,820,702.36 50,622,0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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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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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卜文 境内自然人 35.49% 49,276,994 49,276,994 质押 1,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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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祥山投资

管理部（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16% 11,337,619 11,337,619   

杭州境界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82% 10,863,206 10,863,206   

太原俊亭投资

管理部（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68% 10,660,844 10,660,844   

王志 境内自然人 5.11% 7,100,465 7,100,465   

长治东辉一号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0% 5,827,815 5,827,815   

山东航海创意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2% 3,642,384 3,642,384   

丁全石 境内自然人 2.15% 2,987,382 2,987,382   

上海古美盛合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6% 2,444,222 2,444,222   

中融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国家 1.66% 2,301,1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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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在执行项目工期延长、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加之报告期内因职工薪酬、研发费用等增加致使期间费用

上升，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6565.2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69%；营业总成本26231.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5%；

营业利润2681.2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6.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32.8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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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物流输送系

统 
133,009,170.77 30,681,672.08 23.07% -52.02% -62.76% -6.65% 

智能物流仓储系

统 
204,566,957.63 64,892,697.58 31.72% 98.00% 87.96%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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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6565.2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69%；营业总成本26231.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5%；营业

利润2681.2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6.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32.8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2.86%。主要

原因是受到宏观经济下行形势的困扰，公司营业收入有所降低，加之报告期内因职工薪酬、研发费用等增加致使期间费用上

升，双向挤压使得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出现大幅度下滑。但是，由于公司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而影响营业外收支净额增加

823.92万元，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幅度低于营业利润下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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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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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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公司，具体情况: 

(1) 上海东兹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在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设立，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由

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3,500.00万元，持股比例为70%。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已缴纳出资140.00万元，其他股东尚未缴

纳出资，且尚未对外正式经营。 

(2) 东杰智能软件(深圳)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设立，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由本

公司之子公司太原东杰软件开发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3,500.00万元，持股比例为70%。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已缴纳

出资70.00万元，其他股东尚未缴纳出资，且尚未对外正式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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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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