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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6                           证券简称：东杰智能                           公告编号：2019-048 

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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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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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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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0,670,83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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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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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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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chenyang@omh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智能物流成套装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与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类别包括智能物流输送系

统、智能物流仓储系统、智能立体停车系统、AGV工业机器人、供应链软件五大类。智能物流输送系统是以自动化输送线

为产品的表现形式，综合了自动化、电气控制、软件管理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控制物料或产品在指定的方位、时间以指定

的速率完成输送，便于物料及产品更加高效、精确地完成加工、装配、喷涂等生产工序。智能物流仓储系统以立体仓库和配

送分拣中心为产品的表现形式，由立体货架、有轨巷道堆垛机、出入库托盘输送机系统、检测阅读系统、通讯系统、自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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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计算机监控管理等组成，综合了自动化控制、自动输送、场前自动分拣及场内自动输送，通过货物自动录入、管理

和查验货物信息的软件平台，实现仓库内货物的物理运动及信息管理的自动化及智能化。公司拥有目前市场上广泛应用智能

停车库的生产资质，公司开发的智能停车系统包括塔式、仓储式、升降横移式、简易升降式、巷道堆垛式、多层循环式等多

种形式的智能立体停车系统。AGV系统是极具潜力的智能物流柔性搬运输送装备，公司自主研发的AGV工业机器人，采用

条码、激光或GPS制导，适用于仓库、车间、码头、装配线等多种工作场合。公司积极布局AGV工业机器人，将于公司工厂

自动化、仓储自动化业务形成良好协同。公司的软件产品主要是满足供应链领域自动化物流信息系统集成的需求，公司不仅

提供智能物流成套装备配套的全套系列软件，还为客户提供战略咨询，规划设计，平台化技术与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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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98,104,907.88 507,673,867.96 507,673,867.96 37.51% 198,939,691.38 198,939,69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763,327.85 36,548,094.37 36,548,094.37 74.46% -49,049,367.54 -49,049,36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516,626.11 32,129,319.84 32,129,319.84 85.24% -59,104,102.26 -59,104,102.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914,273.69 103,962,646.17 125,362,646.17 -92.89% 37,624,189.36 37,624,189.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0 0.260 0.260 57.69% -0.35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0 0.260 0.260 57.69% -0.35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4% 5.69% 5.69% 0.85% -7.47% -7.4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969,722,322.

58 

1,150,785,645.

12 

1,150,785,645.

12 
71.16% 

1,045,585,518.

58 

1,045,585,518.

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00,445,007.

04 
659,551,987.62 659,551,987.62 66.85% 624,868,132.53 624,868,132.5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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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140.00 万元在

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上表中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由 103,962,646.17 元调整为 125,362,646.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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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58,321.05 240,076,713.97 101,695,574.46 259,974,29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98,891.07 24,667,969.95 11,209,146.50 18,187,32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9,641,996.20 24,395,189.95 11,209,146.50 14,270,2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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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56,932.74 20,675,795.06 2,244,741.21 5,850,6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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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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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7% 46,182,154 0 质押 33,530,000 

梁燕生 境内自然人 12.16% 19,656,030 19,656,030  0 

太原祥山投资

管理部（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9% 6,774,319 0  0 

王志 境内自然人 4.01% 6,479,765 5,325,349  0 

太原俊亭投资

管理部（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6% 5,099,144 0  0 

宁波境界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 3,190,500 0  0 

黄金华 境内自然人 1.12% 1,806,820 0  0 

上海古美盛合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12% 1,803,722 0   

深圳菁英时代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菁英时

代价值成长 1

号基金 

其他 0.84% 1,349,819 0  0 

祝威 境内自然人 0.78% 1,265,930 1,265,9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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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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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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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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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5%，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376.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74.4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951.6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5.24%。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6376.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4.4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951.66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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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97,969.96 54,861,214.70 27.81% -22.06% 3.29% 32.55% 

智能物流仓储系

统 
169,779,540.38 48,981,620.00 28.85% 13.04% 28.59% 13.76% 

智能立体停车系 49,205,296.19 7,847,872.00 15.95% -46.87% -73.92% -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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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智能涂装生产系

统 
275,350,493.83 69,567,031.70 25.26%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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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将常州海登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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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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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

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

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17,860,0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265,046,188.95 

应收账款 247,186,188.95 

应付票据    46,914,139.0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88,748,317.25 

应付账款 141,834,178.23 

管理费用    58,935,629.62  管理费用    36,650,573.93  

研发费用 22,285,055.6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23,169,526.9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44,569,526.9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21,400,0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2,140.00万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

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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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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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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例(%) 股权取得方式 

常州海登赛思 2018年4月 381,178,833.70 100 购买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常州海登赛思 2018年4月1日 股权款已支付,董事会

已完成改选,工商变更

已完成 

275,475,248.14 41,268,785.56 

 

2. 合并成本及商誉 

(1) 明细情况 

项  目 常州海登赛思 

合并成本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381,178,833.70 

合并成本合计 381,178,833.7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92,346,168.08 

商誉 288,832,665.62 

 

3. 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1) 明细情况 

  项  目 常州海登赛思 

购买日 

公允价值 

购买日 

账面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21,073,465.65  21,073,465.6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2,893,824.63  72,893,824.63  

预付款项 24,952,744.91  24,952,744.91  

其他应收款 1,229,342.62  1,229,342.62  

存货 226,218,903.31  221,447,937.97  

其他流动资产 20,820,412.59 20,820,412.59 

固定资产 38,779,343.41 37,339,260.27 

无形资产 24,334,793.60 9,919,576.84 

长期待摊费用 1,694,857.41 1,694,857.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555,156.76 555,156.76 

负债   

短期借款 21,000,000.00 21,0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7,361,685.12 167,361,685.12 

预收款项 108,539,935.69 108,539,935.69 

应付职工薪酬 908,635.24 908,635.24 

应交税费 6,500,429.52 6,500,429.52 

其他应付款 7,845,812.28 7,845,812.28 

其他流动负债 24,956,239.16 24,956,239.16 

递延所得税负债 3,093,939.80  

取得的净资产 92,346,168.08 74,813,8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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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 

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 

东杰智能软件 (深

圳)有限公司 

1,800,000.00 60 转让 2018年3月 公司已收到股权转让款,工商变

更手续已完成,改选后的董事会

公司无法控制 

3,081,854.55 

(续上表)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

新计量剩余股权

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

余股权公允价值的

确定方法及主要假

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

的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所有

者权益变动转入投资损益

的金额 

东杰智能软件 (深

圳)有限公司 

10% -213,642.42 300,000.00 513,642.42 本次股权交易双方

无关联方关系,交易

价格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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