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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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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泰禾光电 60365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慧丽 郑婷婷 

电话 0551-63751266 0551-68588870 

办公地址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

业园拓展区方兴大道与玉兰大

道交口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

业园拓展区方兴大道与玉兰大

道交口 

电子信箱 hhlzq@chinataiho.com zttzq@chinataiho.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983,326,966.17 1,007,728,227.84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6,085,927.72 882,387,027.58 0.4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95,245.65 -13,730,637.34 22.11 

营业收入 153,585,975.78 188,321,016.04 -1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55,649.76 35,058,112.50 -4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08,249.80 24,630,957.64 -63.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4.19 减少1.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4 -45.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4 -45.8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6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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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许大红 境内自然人 38.02 56,603,232 56,603,232 质押 13,130,000 

葛苏徽 境内自然人 6.74 10,037,160 10,037,160 无   

颜天信 境内自然人 6.66 9,913,680 9,913,680 质押 1,553,000 

唐麟 境内自然人 6.04 8,996,400 8,996,400 质押 2,452,800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7 5,468,400   无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3 4,656,960   无   

郭芃 境内自然人 2.13 3,173,200   无   

舟山精恒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8 2,502,500   质押 1,710,000 

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 2,109,800   无   

吴建同 境内自然人 1.11 1,656,956   质押 7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宁波海达鼎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5%的股权；宁波海达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参股设立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股比例为

2.96%，宁波海达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宁波海达鼎兴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托管人，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公司股

东，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国际经济局势复杂多变，公司管理层根据年初制定的经营规划以及发展目标，

制定了详细的发展策略，并在发展中不断的予以修订完善，以适应公司的发展需求，报告期内，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积极主动推动各项工作的有序实施，促进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一）积极拓展领域，完善业务布局 

为了进一步拓展印度市场，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2 月作出成立印度子公司的决议，目前印

度子公司已设立，并取得了营业执照；为了进一步布局在线工业检测业务，公司于 2019 年 6月增

资了安徽艾睿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另外，公司投资控股的子公司合肥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

耕煤炭分选装备领域，目前其研发的煤炭检测分选装备样机已基本完成，正积极推向市场。未来

公司将继续拓展产品应用领域，完善产业布局。 

（二）产品技术持续更新，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智能检测分选装备方面：2019 年上半年，泰禾光电始终坚持“革新视界•服务全球”的理念，

秉持精益求精的精神、不断创新、持续升级智能分选平台的软硬件配置，推出适用于多种物料的

分选装备。在立式机方面，研究开发新一代无人值守的“天眼”V 系列产品，实现智能化、简洁

化、无人值守等人机交互体验，从而极大的提升终端用户的满意度；同时开发出了“全新一代红

外分选装备”，在坚果、杂粮等领域实现了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大幅提升了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在履带机方面，完成了高速、低速一体化全系列产品线的重大升级，在腰果、辣椒、大蒜、海产

品、冷冻食品等新的领域实现了突破，为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新利润增长点；在 X 光机方面，完

成了散料一体化产品的升级，同时小型包装料、中型包装料、大型包装料产品的研制完成，丰富

了产品线，为客户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在茶叶机开发方面，提升了茶叶细微差异上的分选能力，

从而在加强了产品竞争力的同时也为终端客户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工业机器人方面：2019年上半年，公司机器人方向的研发持续推进，如机器人控制技术不断

优化，使得码垛机器人不但满足码垛作业要求，更能够满足客户日益高速化、高效化的生产要求；

AGV 产品研发了平衡重和牵引车等两个品种，激光导航算法正在测试中，其可以降低 AGV 产品的

成本；拆垛、装卸机器人研发稳步进行中，其研发成功后，智能检测分选装备后端生产、仓储物



流线将全部实现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进一步实现将公司打造为一家集智能分选、自动包装、

自动码垛、AGV 智能运输、智能仓储、智能装车为一体的制造商的战略目标。 

（三）借助品牌展会机会，积极开拓市场 

公司积极参加 2019SIAF 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中国粮食交易大会、2019

年第十七届全国稻米大会暨精品大米与粮机展、2019 年第三届中国花生产业高峰论坛等共计约二

十几场的系列产品交流会与展销会，让更多的人接触、感知和了解泰禾光电智能检测分选装备及

工业机器人产品。公司智能检测分选装备、码垛机器人、激光导航 AGV 等产品悉数亮相展会，均

得到了客户的关注，促进产品更快的推向市场。 

（四）建设人才梯队，提升各层人才力量 

为了实现公司人才力量的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建设人才梯队，从外部引进优秀人才，同

时加强同高校间产学研的合作，建设和打造一批技术实力优良，专业素质强硬的优秀队伍。公司

开展了面向全体员工的管培生选拔活动，旨在从各个角度提升管培生的综合实力，为公司的持续

发展提供中间力量的支撑。在工会的组织下，公司开展了包括职工技能培训、劳动竞赛、设立蓝

领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等各项活动，继续发扬立足本职、爱岗敬业、不断进取的精神，为员工职

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助力。 

（五）优化管理流程，坚持品质建设 

在安全管理方面，公司始终将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开展了安全生产月等各项活动，排除安

全隐患，积极有序的开展生产活动；在产品品质方面，确保每件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到产成品出库

的每个环节均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确保产品品质，满足客户要求，对生产流程和工艺进一步优

化调整，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在环保方面，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要求，完善环保设施，

以及健全环保管理制度。 

（六）多角度多维度完善公司治理，维护股东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严格实施各项管控制度，包括内幕信息登记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用章登记审核制度等，各项管控制度均得到了有效实施。为了让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公司线

上组织了 2018 年度业绩和利润分配说明会，积极回答投资者问询，并接待组织了多场投资者调研

活动，与投资者进行了良好的沟通。积极响应监管局和上市公司协会组织的各项会议和活动，如

宣传投资者保护日活动。积极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各项培训及会议，为维护

公司整体利益及股东利益而不断努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