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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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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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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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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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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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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川智能 股票代码 3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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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锦荣 马国鑫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委会龙展路 3

号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委会龙展路 3

号 

传真 0757-22393561 0757-22393561 

电话 0757-22393588 0757-2239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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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hdmcw@highdream.net hdmcw@highdream.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自动衡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智能称

重设备与解决方案供应商，拥有完整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体系，致力于提供专业化、高性能的智能

称重设备和解决方案。 

公司目前的产品包括计量设备、检测设备及相关配件。计量设备包括智能组合秤、失重秤和螺旋填充

机等；检测设备包括重量分选机、金属检测器和检测一体机等；自动衡器拥有降低劳动力需求、自动化、

精准、高效等特征，广泛用于食品、塑料、化工行业的称重、供料、配料等工序的动态计量。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采取“订单装配式”的生产模式。计划部根据订单及销售预测，参考库存数量、在

制品数量等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销售部、计划部等部门进行产销沟通，就前期订单预估与实际达成情

况、本期订单预估情况等进行分析，计划部综合产销交流的相关情况制定并下达生产任务，生产部接收后

组织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整体经营环境、经营模式等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1、公司所属行业 

公司主要从事自动衡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仪器仪表制造业（代码C40）中的衡器制造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

公司属于通用设备制造业（代码35）中的衡器制造业（代码3577）。 

自动衡器下游行业领域广泛，除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以外，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重力式自动装

料衡器发展最成熟，目前主要应用于食品加工和塑料行业，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小，由于本行业与下游

行业具有高度的联动性，所以本行业也没有非常明显的周期性。 

2、公司在行业的地位 

自动衡器属于先进生产装备，技术水平和精密制造要求高，过去长期被国外少数几家知名企业垄断。

公司是我国较早专注于重力式称重技术研究的公司之一，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公司在国内自

动衡器行业已具有较高知名度，能够为客户提供散装物料动态组合称重和连续自动计量混合供配料综合解

决方案，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产品远销美洲、欧洲、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3、行业发展阶段情况 

目前,智能机器制造是制造业升级的最优方向，而近年来我国智能制造行业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随着各项智能制造产业政策逐步落实，各界已形成共识，智能机器制造在未来制造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将

更加重要，是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的必由之路，除了带动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外，还将

创造新一轮产业机遇。 

（二）业绩驱动因素 

1、政策与行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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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智能组合秤及失重秤属于精密仪器仪表，该行业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近年来，国家将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产业加以扶持，制定了一系列鼓励高

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规划与政策，大力推进产业建设，比如2015年《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明智能制造已

成为我国现代先进制造业新的发展方向。2016年《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提出到2020年，智能

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

业智能转型取得明显进展；到2025年，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2017年，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和

集成应用为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2、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因素 

随着产业升级、人力成本增加，以及面对个性化需求时代来临的挑战等，导致相关制造企业迫切需要

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单位成本，促进制造装备的进口替代与人工替代需求明显增加，部分企业的产品称重、

包装及配料等工序将更多地通过自动衡器等设备完成，形成自动衡器替代人工的趋势。公司专注发展高端

智能衡器制造，受惠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和行业市场需求的增长，有望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十分

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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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61,899.40 150,601,001.59 7.61% 136,352,66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640,869.12 38,146,038.22 22.27% 37,882,24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354,891.19 35,854,884.73 12.55% 37,013,91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37,948.29 44,020,819.53 -53.34% 35,129,472.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69 -5.80% 0.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 0.69 -5.80% 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6% 15.23% -4.57% 17.9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95,095,588.40 457,057,469.19 8.32% 280,279,35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5,551,479.14 421,876,653.93 7.98% 225,388,3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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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64,075.28 38,571,833.24 46,156,782.04 51,169,20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30,677.93 9,745,700.24 13,848,989.83 17,215,50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88,556.25 7,773,014.35 12,489,357.38 15,603,963.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1,272.81 -2,698,241.25 13,193,508.67 11,753,9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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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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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锦康 境内自然人 43.30% 31,174,200 31,174,200   

郑贻端 境内自然人 8.66% 6,237,000 6,237,000   

梁俊 境内自然人 6.81% 4,903,200 3,677,400   

郑雪芬 境内自然人 4.67% 3,358,800 3,358,800 质押 980,000 

吴桂芳 境内自然人 4.67% 3,358,800 3,358,800   

上海祥禾泓安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 1,450,500 0   

深圳市聚兰德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1,440,000 0   

中山市华澳创

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8% 704,000 0   

毕树真 境内自然人 0.53% 383,600 0   

朱惠娟 境内自然人 0.32% 232,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郑锦康先生，公司股东中郑贻端为郑锦康的堂弟，郑雪芬为郑锦康的妹妹，

吴桂芳为郑锦康的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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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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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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围绕年度发展战略和全年经营目标，顺应自动衡器行业市场变化，在巩

固微机组合秤、失重秤、选别秤及配套设备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效率、优化资源

配置、深化市场布局，公司各业务板块行业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营业绩实现有所增长，展现了公司整

体的竞争实力和经营发展的良好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在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206.19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7.61%；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664.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035.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55%。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建立健全激励体系，助推公司长远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审议通过了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44万

份，其中首次向27名激励对象授予140万股票期权。此举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员工激励和约束机制，通

过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绩效管理体系、人才晋升及发展体系等，不断激发技术人才进行产品研发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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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艺创新、市场营销人才进行市场开拓、管理人才进行管理创新，逐步建立起事业留人、发展留人、文

化留人等留人机制，助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2、台湾设立子公司，完善营销网络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时期，工业自动化的发展成为制造业企业设备投资的驱动力，

在国家《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等相关鼓励政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前提下，工业自动化设备，尤其

是自动衡器对于促进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和企业生产的高端化至关重要，必然成为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同

时，在精密机械与制造技术产业，台湾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其机械工业的创新研发投资与生产制造能

力备受嘱目，在此，公司可以有效借鉴吸收台湾地区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相关经验及技术，提升在行业的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台湾子公司作为公司的海外发展平台，定位于公司亚洲海外市场销售网络的核

心，发挥技术服务和辐射中心的作用，推动公司产品与服务的海外市场拓展与管理。 

3、募投项目正式投产，产能逐步释放 

报告期内，公司“2层智能组合秤及失重秤扩产项目”及“定量智能称重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正式投产

运行。从企业层面，募投项目投产，有助于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先进设备的引进，以

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改进产品性能，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在智能组合秤及失重秤市场中的

领先地位。从行业层面，募投项目投产，公司产品的技术性能将得到较大提高，有利于缩小与国外先进水

平的差距，进一步提高品牌技术含量，推动国内自动衡器产业技术发展，提升国内衡器品牌在国际市场中

的地位。 

4、加大研发投入，助推创新发展 

 公司技术研发能力一直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保证，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扩充研发人员

队伍，有针对性地引进高端人才，提升研发效率，同时加强整合各子公司研发团队力量，及时开发出满足

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巩固和保持公司在应用行业中的技术优势。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1,231.38万元，

同比增长32.06%，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7.60%。报告期内，公司新获授权专利7项，（其中外观设计专利证

书3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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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量设备 132,664,006.19 44,229,103.73 58.44% 9.68% 27.29%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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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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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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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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8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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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

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

“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11,521,860.46 元，

上期金额 11,926,153.05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5,809,756.96 元，上

期金额 9,877,239.44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

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

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12,313,774.69 元，上

期金额 9,324,482.66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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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公司在台湾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台湾海川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新台币870万元,

因此2018年度报告中并入台湾海川财务数据，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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