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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17-94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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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表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或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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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山轻机 股票代码 0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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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杏平 赵大波 

办公地址 湖北省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湖北省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电    话 0724-7210972 0724-7210972 

电子信箱 xmsy02@163.com zhaodabo0821@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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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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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687,667,780.07 567,275,511.53 2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323,576.63 27,834,048.57 15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2,027,859.95 41,420,392.20 4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101,445.41 27,291,934.45 10.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6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6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2% 1.67%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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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8,230,879.38 2,953,243,787.68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7,786,582.57 1,737,784,744.01 3.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81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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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5% 125,891,860 36,855,036 质押 107,005,036 

王伟 境内自然人 8.15% 38,915,436 38,915,436 质押 37,030,000 

汇添富基金－招商银行－京山

轻机－成长共享 30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0% 16,241,918 0   

叶兴华 境内自然人 2.85% 13,599,840 13,599,840 质押 6,900,000 

戴焕超 境内自然人 2.15% 10,281,173 10,281,173 质押 5,300,000 

冯清华 境内自然人 2.10% 10,042,076 10,042,076 质押 10,040,000 

京山县京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8,435,858 0 质押 8,435,858 

金学红 境内自然人 1.64% 7,842,383 7,842,383   

池泽伟 境内自然人 1.64% 7,813,400 7,785,000 质押 7,785,000 

深圳市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7,172,911 7,172,911 质押 7,172,9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2．王伟与叶兴华为夫妻关系，是一致行动人； 

3．汇添富基金－招商银行－京山轻机－成长共享 30 号资产管理计划属于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由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其股份锁定期从 2016 年 1 月 29 日起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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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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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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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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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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运用，不断提升公司自动化设备水平，实施

公司高端智能制造总体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各项工作，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经营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766.78

万元，同比增长21.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31.96万元，同比增长156.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202.79万元，同比增长49.75%。 

    （一）本报告期，公司人工智能和工业自动化业务取得重大突破，各项指标再创新高。 

1.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三协投入大量资金，继续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并挖潜老客户，通过努力，除推出手

机包装线和机床加工用测量仪等新产品外，模块化设备、电池PACK线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槟榔全自动生产线订单饱满，陶

瓷CCD花色分选检测设备等得到客户认可并逐步上量；精密件方面的无人机马达产品，目前已大量配套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

有限公司的无人机，后续发展潜力较大。 

2. 本报告期，公司再次增资深圳慧大成，持股比例达到31.6%。深圳慧大成上半年开展16个项目研发，主要涉及领域

为视觉测量、印刷包装、外观检测以及生物识别与检测，在一体化模块销售和对外技术服务上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技术

服务收入占上半年销售收入的30%。本报告期，深圳慧大成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均较上年同期增长50%以上。 

3. 本报告期，公司拟与东方网力、汤臣倍健等共同创立万象人工智能研究院，加快人工智能科学家的引进，加强公司

在工业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和运用。研究院的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中。 

4. 武汉深海弈智成立后，通过大力引进人才，与美国BRC基金加强技术合作，报告期内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均取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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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展，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协作，智能物流、自动打磨、自动检测等设备均已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预计今年内

开始实现盈利。 

5. 鹰特飞公司和英特搏公司，其产品二代无人机、三代康复机器人也进行了重大改善，产品开发超过预期，其中英特

搏公司设计的精准医疗+人工智能，正申请创新医疗机械，预计年内申请成功。 

     （二）本报告期，公司包装机械板块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前沿技术突破、样板工厂打造、供应链整合等策

略，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促进高端市场的销售。包装机械实现销售收入2.5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其中高端智能产

品占比达到了90%以上。 

（三）铸造分公司紧跟市场步伐，进一步优化订单结构，将“夯基础”、“稳制程”、“提工艺”、“降成本”四大战略

作为贯穿全年改善的重要举措，本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1.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4%。2017年上半年，客户质量不断改

善，毛利率不断提升，取得了较好收益。公司替代进口的800-6材质铸件产品已通过布雷博欧洲工厂测试，将批量用于乘用

车市场。作为布雷博全球球铁件战略供应商，公司生产的该系列产品将会通过布雷博制动器总成，应用到特斯拉等车型。     

（四）本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强资本运作，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并购苏州晟成光伏设备有限公司的预案，

公司拟以8.08亿元的价格并购苏州晟成。苏州晟成为光伏自动化设备提供商，规模、技术和收入均处于行业前列。如并购成

功，公司将在区域布局和工业自动化领域拓展取得新的突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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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公司新收购和新设子公司情况如下，并全部于本期纳入合并范围，本期将武汉武耀转让给第三方，不再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子公司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合并期 

武汉璟丰科技有限公司 82,004,000.00 63.08% 2017年4-6月 

武汉京山丝路纸品包装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 2017年5-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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