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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6                          证券简称：三丰智能                           公告编号：2018-057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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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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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巍 董事 个人原因 陈公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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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丰智能  股票代码 30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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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蓉 尹秀华 

办公地址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山工业新区鹏程

大道 98 号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山工业新区鹏程

大道 98 号 

电话 0714-6399669 0714-6399668 

电子信箱 zr_2012_10_17@163.com sfgfzxh@163.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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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491,969,997.04 156,479,981.23 21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578,964.04 8,460,885.20 3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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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0,300,933.77 5,902,452.45 41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954,386.52 -4,933,893.52 1,761.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1 0.0226 276.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1 0.0226 276.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1.4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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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2,042,914.41 4,499,002,912.40 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19,707,820.09 2,357,188,861.64 40.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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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汉平 境内自然人 27.17% 148,904,238 148,904,238 质押 114,610,000 

陈巍 境内自然人 14.03% 76,911,407 76,911,407   

朱汉梅 境内自然人 10.39% 56,918,426 56,918,426 冻结 5,000,000 

朱喆 境内自然人 4.69% 25,699,168 25,699,168   

上海鑫迅浦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3.74% 20,509,708 20,509,708   

武汉睿福德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2.76% 15,117,157 15,117,157   

中意资管－招商

银行－中意资产

－招商银行－定

增精选72号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2.07% 11,337,868 11,337,868   

中意资管－招商

银行－中意资产

－招商银行－定

增精选74号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2.07% 11,337,868 11,337,868   

朱汉敏 境内自然人 2.00% 10,966,880 10,966,880   

陈绮璋 境内自然人 1.63% 8,916,182 6,687,1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朱汉梅为朱汉平的妹妹，朱汉敏为朱汉平的弟弟；朱喆为朱汉平的儿子，与朱汉平为一

致行动人关系；陈绮璋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巍为公司董事（2018 年 7 月 10 日上

任）、上海鑫迅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陈巍为一致行动人。武汉睿福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与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招商银行－定增精选 72 号资

产管理产品，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招商银行－定增精选 74 号资产管理产

品不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赵卫风持有公司 697500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0000 股，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617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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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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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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公司贯彻深化营销的发展策略，提升以经营发展为主线的纵深度。

公司坚持以创新、人才、市场等元素驱动发展，加强产品结构与布局优化，将产品、集成和服务齐头赶超。公司秉承“高质

量、高效率”的经营理念，继续推进深层次的产业战略合作，依托自主核心技术与产品，携手客户共同实施智能制造的长远

规划，实现客户结构的持续深化，为订单持续增长做出贡献。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围绕企业发展战略重点抓好各项

工作，在积极发展公司主营业务的同时，不断完善产业链体系和区域战略布局，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借助资本市场适时进行

外部资源整合，以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197.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14.40%，营业利润

3756.60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633.10%；实现净利润4157.90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91.43%。 

 

     1、产品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拓宽产品应用领域和市场，优化公司产品体系和市场布局，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中，、西南和华南

地区业务量增长明显，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产品市场占有率和行业知名度。同时，受益于国家大力推动智能制造产业的良好机

遇，公司AGV机器人和立体库业务订单也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幅，市场拓展呈现良好增长态势。上半年公司对成熟市场区

域深度挖掘客户潜在需求，集中资源开发更多有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的市场和客户，重点跟踪目标客户，维护老客户，开发

高端优质客户，从而进一步扩大销售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在海外业务上，继续发掘新客户，在整车制造企业中拓宽销路、

积累客户资源。 

      2、产品研发、技术支持方面：  

    报告期内，年初规划的研发各项目，部分已进入实验验证与中试开发工作，且积极申报各级科技项目。上半年针对以往

功效低，自动化程度差，劳动强度大，产品质量不稳定的工序进行技术革新，技术部门配合生产单位共完成12个技术革新项

目的推进。另外，公司技术部门对内部管理和人员结构进行了优化，按照核心设计小组管理模式，确保设计质量持续提高，

并加强研发项目的全过程管理，提高产品开发计划与市场化推广的配合度。同时，加强了PDM标准化建设，为设计工作提

供了技术支持。下阶段，公司将继续加大投入资源促进新型技术的创新与研发，对公司自主研发的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进行技

术优化，巩固优势地位，增加公司核心竞争力。  

      3、管理费用控制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了流程和绩效考核方案，提出制造中心独立核算管理机制，加强了费用的管理和控制，同时优

化预算管控，进一步跟踪反馈落实情况，通过加大财务、审计的监督力度，明确各单位的费用考核指标和责任，增强了公司

各部门的成本意识，公司成本费用整体管控能力显著提高。  

      4、人力资源建设、企业文化方面： 

    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历练和培养的过程，公司上半年通过新产品研发、技术营销和质量控制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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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一批复合型的技术和管理带头人。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建设，加强集团化管理能力，提高公司经营管理

水平。公司的快速扩张为员工提供自我发展的广阔平台，公司针对性的为员工提供自我提升的培训与考核，以超前的意识和

开放的心态开展阶梯式人才队伍培养，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在员工中形成了争先创优的局面。 

      5、资源整合方面： 

    公司以创新、人才、市场等多核元素驱动发展，持续进行平台建设，聚焦整合优质资源，促进效益最大化。公司侧重内

涵式和外延式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择机实施资本运作，推进外延式扩张。在内涵式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收购、兼并、合资等

多种资本运作手段，向产业链横向和纵向扩张，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迅速扩大公司规模，促进公

司快速发展壮大。 本报告期公司在上海分别成立了上海策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三丰智联（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合资、合作形式，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资源优势，依托上海地缘优势和产业集聚效应，吸引、储备各类人才，加快推进

公司发展的战略区域布局，将对公司后阶段业务发展和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另外，鑫燕隆已经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

在汽车白车身装备设计制造和集成总包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其产品和技术已达到国内同行业中领先地位。一方面在白车身

装备业务的规模上继续努力做大，另一方面在产业化能力与专业化生产的建设上也不断进行延伸。目前，公司在白车身装备

工艺规划，3D、2D 研发设计，机器人仿真与集成示教，电气控制集成，加工制造，安装调试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公司与鑫燕隆在销售渠道、客户管理、技术研发、资金、产能等方面整合与协同的空间广阔，可以产

生很好的协同效应，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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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通过设立方式取得2家控股子公司，其中：上海策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

持股比例55%，表决权比例55%；三丰智联（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持股比例55%，

表决权比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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