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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0                          证券简称：金运激光                        公告编号：2019-038 

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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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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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运激光 股票代码 3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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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丹 石慧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石桥一路 3 号 3 栋金

运激光大厦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石桥一路 3 号 3 栋金

运激光大厦 

电话 027-82943465 027-82943465 

电子信箱 whjydm2015@163.com smh1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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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12,595.05 100,410,824.39 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93,795.80 8,158,823.36 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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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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6,290.20 7,238,506.59 6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02,185.43 1,509,579.55 8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76 0.0648 5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76 0.0648 5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3.3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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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110,317.23 344,333,083.90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2,141,097.10 251,617,861.63 4.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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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伟 境内自然人 49.64% 62,540,753  质押 54,839,900 

新余全盛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3,51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诺安高端制造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0% 1,886,668    

#郝荣志 境内自然人 1.23% 1,547,300    

常州炬仁光电系统集成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1,461,778    

王丹梅 境内自然人 1.12% 1,410,155    

王益民 境内自然人 1.04% 1,316,557    

陈福跃 境内自然人 1.03% 1,295,500    

陈勤慧 境内自然人 0.94% 1,182,800    

崔建华 境内自然人 0.87% 1,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余全盛通法定代表人梁芳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梁伟先生的姐

姐，除此之外，公司无法确定其他前 10 名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郝荣志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64,100 股，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83,200 股，合计持有 1,547,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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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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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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沿着数字技术商业化应用的大战略方向，在工业智能和商业智能两个领域中着手

数字激光加工设备和智能零售终端应用发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开始形成了以工业智能中的激光加工设

备为业绩基础，以商业智能中的智能零售终端为新的业绩增长点的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0431.26 万元，同比增长 3.89%，其中：固体激光系列产品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8.18%，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12.87%。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29.38 万元，同比增长

50.68%。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7011.03 万元，负债 10058.5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6214.1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7.18%。 

1、主营业务介绍 

（1）工业智能——高端数字激光装备制造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激光板块依然聚焦于柔性材料和金属材料两个领域明星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打磨，通过

研发持续改进和迭代升级产品，使其自动化、智能化、一体化性能均有了一定程度地提升。公司希望通过

实施“深耕产品、做重服务”的经营策略，提高明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从而扩大激光产品在

细分行业的应用。 

2019 年上半年，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仍然将是一波三折、步履蹒跚，

给出口带来较大压力；从国内情况看，在内外需增长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经营困难加重，盈利水平普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根据经济环境、市场情

况及发展趋势，主要实施了：A、加强研发，坚持自主创新，促进产品技术升级，全力开拓明星产品，构

建关键核心技术壁垒，提高技术成果转化率。B、提高服务意识，秉承“为用户创造价值”这一理念开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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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C、加大国内外销售渠道建设，积极寻求激光技术在其他行业的应用。 

报告期内，该业务板块的两个应用领域团队均将“产品技术升级”作为工作突破点切入来比拼业绩成效，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①金属材料方面，全面推出针对圆管开孔截断的自动化切管机，取代传统的锯床下料；针对重型管材

推出 350 管径的重型切管机，进一步扩宽了产品的应用范围；二维平面切割激光装备定位中功率企业用户，

继续做好标准化，加大国外销售渠道建设，该系列产品作为板材下料主要加工手段，在全球市场具备可复

制性。产品提挡升级的同时，在智能化和自动化对接上，一方面，可以在板材上料和收料端，为客户提供

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上述产品作为智能化的硬件，也可以无缝对接客户的生产线。公司的全自

动化激光切管机已形成持续订单，在继续拓宽行业应用端的同时，专业切管机已形成系列化产品。 

②工业柔性材料方面，完成了大幅面工业柔性材料激光裁床的性能提升，同时对中小幅面激光裁床进

行了提升切割效率的创新，形成了 1.3 米、1.6 米、2.1 米、2.5 米、3.5 米等多幅宽、多配置的激光裁床系

列产品和相关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可满足不同的客户需求；进一步完善了视觉系列产品的开发和应用，

主要表现在数码印刷应用领域设备上，其形成的 CCD 视觉识别、高精度 MARK 点识别、连续扫描视觉识

别、高速飞行视觉识别等全面的视觉识别技术，可搭载不同的激光加工平台，给行业客户提供最全最优的

数码印花激光加工解决方案。全自动的数码印刷标签激光吻切系统和多功能数码印刷激光加工系统产品按

期投入市场，进一步丰富了数码印刷激光应用的范围，可不断帮助数码印刷行业客户采用激光设备实现柔

性化、自动化、智能化加工，为公司在柔性材料应用领域持续保持领先优势提供了有力地支持。 

（2）商业智能——智能无人零售终端制造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该板块工作重点逐步从产品的迭代完善转到建立起能快速反应的创新组织体系和机制上来

了，期望能快速地复制前期市场推广成功的经验。 

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商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无人化的发展趋势得到广泛的认同，智能无人零

售终端一方面能够在经营过程中减人提效，另一方面更可通过多种互动的手段收集到用户多维度的数据，

在品牌方和用户间搭建最短的桥梁。因此，智能无人零售终端开始被消费行业应用于各种场景中，从其功

能和作用上看可称谓商业机器人，这类商业机器人需求的加速度增长势必使对应的制造行业及公司迎来一

次大的增长空间。 

公司通过前两年的聚焦研发， 已经累积了较丰富的行业经验，随着产品的批量交付，更多的用户需

求将会反馈回来。为此，公司组建了连接市场与技术的产品创新开发团队，以抓紧机遇为多种行业开发多

应用的智能商业机器人系统产品，并同应用方共享用户数据。 

在 IP 衍生品售卖行业中，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首批智能无人零售终端的交付，并同运营方一起以市

场为立足点从硬件、软件、内容等方面完成多次迭代。下阶段的工作，公司在硬件方面将以定型的模块化

产品为基础，进一步创新设计满足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在软件方面，以人工智能为技术手段，进一步促

使软件进化，使人货场得以精准的匹配，充分发挥数据作用，引导用户线上消费；在内容方面，帮助运营

方通过短视频弹幕方式，全方位运营 IP 方向聚集的粉丝，实现会员的经营及流量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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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把在 IP 衍生品售卖行业获得的经验（即以智能无人零售终端为入口，赋能 B 端，与运营方共

享用户数据来实现将设备售卖转变为服务的模式）快速同其他多行业融合，最终形成以用户数据为核心向

各行业提供数据服务的业务经营能力。 

2、公司治理及三会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公司治理机制运作，决策层、经营层及监督层各司其职，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充分尊重和保障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2019 年上半年，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三次、监事会会

议三次、股东大会一次，审议了包括年度报告、关联交易、规章制度等多个事项，并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知识产权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新申请专利 12 件，软著 3 件；新授权专利 1 件，软著 3 件。上述知识产权的取得，

是公司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的重要体现。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共拥有专利总数 147 件，其中发明 40 件，实用新型 74

件，外观设计 33 件；拥有注册商标 108 件，其中国内商标 102 件，国外商标 6 件；拥有软件著作权 60 件。     

4、人力资源及企业文化建设 

公司加强了人力规划，进行人力预测、人力增补，推进人力优化。通过完善制度体系、优化管理流程，

使人力资源效能充分发挥，降低人力资源在成本中所占的比率；夯实人力资源基础服务工作，强化员工入

职、在职、离职管理及劳动风险控制；紧贴公司战略需求，以基础人事工作为抓手，人力资源站在业务一

线，服务好每一位员工，支持至公司业务及战略达成。通过薪酬绩效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每个员工

更加明确工作职能以提升效能，努力打造一支有创意、有活力、有能力、有目标、有企业使命感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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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首次执行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详见金运激光公告2019-027 

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文件，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金运激光公告201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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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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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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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萍 

201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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