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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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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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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昌达 股票代码 30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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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家蓉 亢冰 

办公地址 湖北省十堰市东益大道 9 号 湖北省十堰市东益大道 9 号 

传真 0719-8767768 0719-8767768 

电话 0719-8767909 0719-8767909 

电子信箱 
hchd@hchd.com.cn  

hchd_zq@hchd.com.cn 
kangbing@hch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是智能型自动化装备系统集成供应商，专业为汽车等行业客户提供先进的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装备及系统集成解

决方案，主营业务包括：自动化智能装备的自主研发、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售后服务等。公司产品涵盖白车身柔性焊装

生产线、总装自动化生产线、涂装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智能输送装备、工厂自动化系统、机器人先进制造

系统等。公司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自主研发为核心，以独特管理为优势，长期积极致力于汽车、军工、仓储、制造等众多

领域，为用户提供从产品设计、智能制造、项目管理到技术服务等覆盖全项目生命周期的产品与服务。公司长期服务于包括

通用、大众、上汽、北汽、宝马、福特、沃尔沃、克莱斯勒、吉利、长安、日产、本田、丰田等全球汽车制造领导厂商，是

他们的重要合作伙伴和优秀供应商。公司通过多年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发展相结合的方式，业务快速发展，已成为国内智能

装备业领军企业，初步形成了和国际一流企业开展竞争的能力。 

（二）经营模式 

公司产品为自动化智能设备，属于非标产品，需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进行个性化设计和制造。公司通过公开投标的方式

获得项目订单，根据客户订单要求及不同业务板块产能情况，合理安排产品自制或产品分包，在进行项目设计、采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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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调试等阶段，通过项目经理负责制及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保障了产品的交付，赢得客户的一致信赖。 

（三）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业绩的驱动因素主要为在国家《中国制造2025》、《“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政策纲领下，工业机器人装备制

造行业下游市场需求、多元化的市场、多样化的产品，以及公司优良的产品品质、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突出的品牌影响力

等产品市场竞争优势。 

（四）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分析 

公司主要产品均为自动化智能设备，具体行业为工业机器人装备制造业。 

1、我国工业机器人装备制造业发展概况 

我国工业机器人起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经历了萌芽期、开发期和适用化期三个阶段后，目前已先后研制出了点焊、

弧焊、装配、喷漆、切割、搬运、包装码垛等各种用途的工业机器人。近几年来，行业中开始实施机器人应用工程，开发工

业机器人成套装备，并将多台、多工种机器人同时应用在一条生产线上形成工业机器人生产线，工业机器人行业逐渐向高端

技术方向发展。 

工业机器人的运用水平决定着我国工业自动化水平，工业机器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于振兴装备制造业，走新型装备制

造道路，提升我国整体制造水平和实力有着重要的意义，现阶段，我国装备制造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战略机遇期，随着信息

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高速发展，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成套生产线构成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体

系，行业整合与集中度的提高已日益迫切，为整合提高集中度奠定了基础。预计未来的5年，全球装备制造行业的格局将会

改变。 

2、行业市场规模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发展迅速，规模逐年增加。但目前全球汽车制造业机器人密度为900以上，而我

国仅为634，远低于日、韩、德、美等机器人发达国家的使用水平。我国仍是世界上工业自动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随着

工业自动化进程的推进，未来汽车生产领域工业机器人市场增长空间巨大。预计到2022年，我国将汽车生产机器人密度将突

破1200，市场规模预计翻倍，行业进入稳定发展期。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以及以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发展相结合的方式，业务快速发展，在汽车等行业应用领域已经取得了

较强的竞争优势，已成为国内智能装备业领军企业，初步形成了和国际一流企业开展竞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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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725,476,206.85 2,966,026,801.75 -8.11% 2,262,733,75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42,104.52 60,996,605.19 -60.26% 116,470,73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47,543.53 62,075,686.64 -81.08% 110,827,560.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753,737.41 32,383,230.39 214.22% -85,951,606.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1 -63.64%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1 -63.64%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3.83% -3.23% 7.6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548,848,001.72 4,577,145,064.09 -0.62% 4,377,644,72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97,489,260.42 1,622,027,477.06 4.65% 1,560,513,9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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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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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44,794,228.87 762,996,423.15 742,357,343.89 775,328,21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51,535.80 10,829,136.87 -18,731,105.78 19,292,53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51,570.29 9,253,606.46 -21,126,522.38 11,268,889.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244,406.94 31,222,902.21 65,495,887.38 -100,209,4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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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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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华 
境内自然

人 
27.46% 164,331,158 132,075,657 

质押 162,349,900 

冻结 164,331,158 

石河子德梅

柯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46% 122,442,778 122,442,778 

质押 115,500,000 

冻结 72,000,000 

罗慧 
境内自然

人 
2.42% 14,478,000 10,858,500 

质押 14,400,000 

冻结 14,478,00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永利 33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34% 13,998,6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1.49% 8,944,900 0   

陈泽 
境内自然

人 
0.99% 5,921,638 4,441,228 质押 5,900,000 

徐学骏 
境内自然

人 
0.95% 5,708,122 4,900,000   

刘涛 
境内自然

人 
0.78% 4,655,500 4,610,000   

何可敬 
境内自然

人 
0.76% 4,520,000 4,520,000   

李克 
境内自然

人 
0.75% 4,500,000 4,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石河子德梅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泽、徐学骏为一致行动人；除此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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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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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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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湖北华昌达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17 华昌 01 112508 

2019 年 03 月 22

日（按本期债券期

限 2+1，则到期日

为 2020 年 3 月 22

日） 

50,000 5.96%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8 年 3 月 22 日，公司已支付 2017 年 3 月 22 日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期间的利息 5.96 元

（含税）/张。详见情况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湖北华昌达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 年付息公

告》（公告编号：2018-026）。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一）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6月29日出具的《跟踪评级公告》（信评委函字[2017]跟踪801号）显示，公司的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12月15日出具的《中诚信证评关于关注公司近期重大事项及将主体信用级别列入信用评

级观察名单的公告》（信评委函字【2017】跟踪935L1号），显示根据公司大股东颜华因个人债务问题牵涉公司发生多项诉讼

及子公司上海德梅柯股权被冻结的情况，公司债券“17华昌01”自2017年12月12日开市起停牌。中诚信证评注意到核心子公

司股权冻结对华昌达信用状况的影响，将主体信用级别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并对公司的相关情况保持关注，以及时判断

以上情况对华昌达未来业务经营和信用状况的影响。 

报告期内，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披露了《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17华昌01”2018

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信评委公告【2018】049号），根据监管部门信息披露要求，原定2018年6月12日前披露“17

华昌01”2018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因收到华昌达《关于17华昌01债券跟踪评级报告延期的申请》，为准确评定上述债项

的信用状况，将延迟披露华昌达2018年度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报告期内，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出具了《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

踪评级报告（2018）》（信评委函字【2018】跟踪1044号），显示下调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并将主体信用等级列入信用评

级观察名单，维持公司本期债券信用等级AAA。 

报告期内，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出具了《中诚信证评关于下调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并继续将主体信

用级别列入可能降级的信用评级观察名单的公告》（信评委公告【2018】124号），显示决定下调华昌达主体信用等级为A-，

并继续将主体信用级别列入可能降级的信用评级观察名单，维持债项级别AAA。 

（二）主体评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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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16日出具的《信用等级公告》（联合评字[2016]116号）显示，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6月29日出具的《跟踪评级公告》（信评委函字[2017]跟踪801号）显示，公司的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出具的《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

（2018）》（信评委函字【2018】跟踪1044号）显示，下调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并将主体信用等级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出具了《中诚信证评关于下调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并继续将主体信用级别列入可能

降级的信用评级观察名单的公告》（信评委公告【2018】124号），显示决定下调华昌达主体信用等级为A-，并继续将主体信

用级别列入可能降级的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2.26% 64.14% -1.8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6.87% 7.81% -0.94% 

利息保障倍数 1.76 2.15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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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国家《中国制造2025》、《“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政策纲领支持下，制造业智能化的不断升级改造，

我国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市场规模不断加大，国内智能装备制造型企业逐步增多，行业竞争加剧。报告期内，公司在

整体实业经营环境与现金流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公司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精细化管理、工艺优化等，坚持核心基

本业务，全力稳固了产品市场占有率，确保了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保持了公司在行业的领导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2,547.62万元，比上年度下降8.11%，工业机器人集成装备产品收入104,774.36万

元，比上年度下降11.19%，自动化输送智能装配生产线产品收入98,493.70万元，比上年度下降22.47%，物流与仓储自动化

设备系统产品收入61,907.83万元，比上年度增长73.8%，终端及复合材料成型设备产品收入7,339.50万元，比上年度下降

52.87%；公司营业成本219,845.55万元，比上年度下降10.32%；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分别为25,277.06万元和7,126.59万元，

比上年同期分别上升49.03和上升6.09%（其中含股权激励摊销费用计5,483万元，扣除该项费用后，实际管理费用比上年度

上升16.70%）；财务费用为6,357.8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08%。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工作主要有： 

1、人才激励及企业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集团公司不断加强对集团的各职能板块的整合及垂直管控，使集团各事业部之间及下属公司各部门之间高效

衔接和协同作战，降低因业务整合、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公司各事业部负责人根据集团和事业部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在年初制定各基地及子公司的年度经营计划，报集团总裁审批后组织实施和监督，通过分解相关计划指标并监督实施，定期

向集团汇报经营战略和计划的执行情况、资金运用和盈亏情况及其他重大事宜，确保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在保障业务运营

的同时，集团各事业部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完成了HCD集团企业文化体系落地宣贯及品牌管理VI系统落地工作，积极推动企业

内部自上而下形成共同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语言，凝心聚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附加值。报告期内，公司还为进一步建立、健

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实施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同时通过组织优化，释放全员潜力，让有

能力有担当的员工站到发挥自身才能的岗位上，获得能力施展的平台，带动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2、技术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技术研发革新，根据年初制定的研发计划，不断推进研发试制进度，并持续开展了相关资质专利的

申报工作，经统计集团各子公司共计新获取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3项。技术控制方面，全年加强技术人员的专业培

训和产品标准化工作，组织技术人员在各子公司之间交换式学习进修，提高技术沟通，强化成本意识，为设计工作提供了可

靠的技术支持，提高项目的合理性及准确率，巩固优势地位，增加公司核心竞争力。 

3、市场开拓方面 

报告期内，集团各业务板块基于持续改善中标率和不断优化目标客户群质量是市场和销售自身主导和公司协同的两个重

点，对销售管理工作加强优化改善，保障白车身业务、军品业务、智能输送及物流业务的稳健发展，同时努力拓宽产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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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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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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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了对项目实施及运营的管控，从设计、采购、生产等各个环节入手，采取各项措施降低项目的

执行成本，加强项目管理，提高项目收益率。下半年，公司主要子公司上海德梅柯ERP系统正式上线，构建了统一的业务操

作平台，实现从项目立项、设计、采购收货、领料、生产、交付、验收、核算的全过程管理，项目干系人员可随时监控实施

流程并查询成本和收入情况，对项目成本进行有效干预，从而避免成本浪费，提高项目利润率。实施范围包括销售管理、项

目管理、物料管理、财务会计和成本控制4个模块，囊括上海、武汉、山东三地业务，规范了前端业务操作，保证了财务信

息的实时、准确。报告期内，通过公司项目部及其他协作部门的共同努力，公司各订单项目的实施均能有序进行，部分交付

项目获得客户好评及荣誉颁奖，长安汽车、吉利汽车、宝马公司等客户相继发来的感谢信，客户在信中表达了对公司承接项

目后能充分重视、妥善安排，并在约定的时间内安全、高效、高品质地完成项目的高度好评和一致认可；子公司DMW&H被

SupplyChainBrain评为100家2018年度最佳供应链合作伙伴奖，子公司上海德梅柯凭借优越的产品和行业领先的技术获选“上

海市第一批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推荐目录”、“2017年度中国十大系统集成商奖（汽车行业）”，在上汽通用供应商表

彰大会获得“项目实施勇挑重担奖”，在福田戴姆勒汽车供应商大会上，荣获了“2017年度优秀供应商——合作共赢奖”，武

汉德梅柯也获得了上汽通用汽车颁发的“2018年度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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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机器人集

成装备 

1,047,743,633.

76 
227,302,626.49 21.69% -11.19% 1.83% 2.77% 

自动化输送智

能装配生产线 
984,937,004.70 164,276,075.32 16.68% -22.47% -20.90% 0.33% 

物流与仓储自

动化设备系统 
619,078,346.04 103,081,355.86 16.65% 73.80% 157.18% 62.55% 

终端及复合材

料成型设备 
73,395,000.07 30,326,502.04 41.32% -52.87% -28.61%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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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272,547.62万元，比上年度下降8.11%，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为219,845万元，比上年

度下降10.32%，未构成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24.21万元，比上年度下降60.26%，主要由

于报告期内摊销了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费用5,483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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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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

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18,610,480.55元 1,226,855,036.39元 应收票据：75,778,105.00元 

应收账款：1,151,076,931.39元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其

他应收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收款 40,520,190.86元 44,613,446.69元 应收利息：38,824.06元 

其他应收款：44,574,622.63元 

3.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

并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14,635,589.86元 1,041,829,550.10元 应付票据：343,196,404.19元 

应付账款：698,633,145.91元 

4.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入

其他应付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331,887,055.28元 111,774,046.74元 应付利息：23,186,849.32元 

其他应付款：88,587,197.42元 

5.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252,770,588.52元 169,605,187.55元 管理费用：229,443,421.17元 

6.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50,884,807.42元 59,838,233.62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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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度公司将持有湖北德梅柯焊接装备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因湖北德梅柯焊接装备有限公司股权被法院冻结无法办理过户，2018年度公司继续持有湖北德梅柯焊接装备有限公司100%

股权； 

2．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昌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设立迪迈威（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投比例100%； 

3.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收购纬力铵特沫氏科技(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 

4.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出售上海道多汽车设备有限公司95%的股权。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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