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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19-70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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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表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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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山轻机 股票代码 0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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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杏平 赵大波 

办公地址 湖北省京山市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湖北省京山市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电话 0724-7210972 0724-7210972 

电子信箱 xmsy02@163.com zhaodabo0821@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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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645,837.21 1,179,648,009.74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676,381.64 219,978,841.73 -4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0,415,990.19 88,437,492.41 -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029,391.61 -18,854,335.88 -690.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41 -39.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41 -3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1% 11.05%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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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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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5,147,536.06 5,216,123,885.93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45,870,854.58 2,821,661,357.37 0.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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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89% 90,932,166 3,703,706 质押 50,531,295 

祖国良 境内自然人 9.46% 50,914,285 50,914,285 质押 21,252,382 

王伟 境内自然人 7.73% 41,583,721 31,187,791 质押 29,780,000 

京山京源－华创证券－19 京源

E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7.25% 39,000,000 0   

天风证券－光大银行－证券行

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天风证

券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1% 15,664,628 0   

叶兴华 境内自然人 2.53% 13,599,840 0 质押 7,63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境内自然人 1.86% 10,000,031 0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8,482,900 0   

京山县京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7% 8,435,858 0 质押 8,435,858 

#王学峰 境内自然人 1.36% 7,297,08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是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因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将其持有的 3900 万股登

记京山京源－华创证券－19 京源 E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京山京源－华创证券－19京源 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和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

动人，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京源－华创证券－19 京源 E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和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2.王伟与叶兴华

为夫妻关系，是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王学峰通过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7,29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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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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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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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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抓住高端智能装备行业快速发

展的契机，加强内部管理整合，提高各板块、各子公司的协同能力，战略发展和经营业绩稳

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战对投资产生的不利影响，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上半年国际贸易业务中自动化设备收入超过2.68亿元，同比增长74%；毛利率为44.79%，较

同期增加6.47个百分点。上半年实现总体营业收入113,064.5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2,967.64万元。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24,514.75万元，净资产284,587.09万元。报告期

内，公司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加强提升内部协同和组织能力建设 

通过战略研讨和公司实际发展需要，公司对未来发展战略进行了更为聚焦而长远的规划，

在推进采购、信息化、研发、财务等“四大协同”的基础上，完善并制定了六个维度框架，即

组织能力建设、研发协同、信息化协同、财务协同、采购协同、国际化协同，以期形成协同

合力，共同推进公司的发展与变革。 

1.组织能力建设工作 

通过战略宣讲、巡讲等方式对母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进行战略认知的普及，并对五大协

同的能力提升及战略落地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同时，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和基础人力资源

建设方面以外请专家专题培训与内部实务操作分享、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使人才资源得到优化

配置。为加强公司人才队伍梯队建设和能力提高，公司继续开展与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合作

培养，基层管理营四期开班和首期“潜龙计划”的开展着重培养基层和中高层管理人员。 

2.研发协同 

中央研究院作为“技术创新驱动”战略的具体承接部门，先后组织了集成产品开发管理内

训和专利实务培训，以此更好地查新补缺，为推动公司技术创新作出支持；充分利用高校、

院士工作站等外部资源，继续在公司内部开展系列技术深化交流活动，提高研发产出；整合

公司内部机械设计、电控设计、机器视觉等技术人才资源，更好地实现人才共享和技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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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研发费用和研发周期，提高研发效率。 

3.采购协同 

在已经初步完成集中采购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推行物料标准化、搭建选型平台、扩

大集采内容、增加控制范围、加强信息平台的建设等系列工作夯实集采优势，持续推进降本

战略及去经销商转直供战略，更好地跨区协作降成本；充分利用集采平台优势集中议价实现

优势品牌共享并对供应商进行有效整合，集中优势实现品牌招标采购。 

4.财务协同 

公司在财务部门统一管理、财务软件统一规范、财务人员统一调配的基础上完善了资金

的统一管理、融资、投资等事项统一规划，充分发挥母公司国际、内部融资平台的优势，寻

求多元化低成本的融资渠道，从而减少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有效利用母公司大平台，外请专家进行高质量的公开课专题培训，并以内部培养和人才

引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人才梯队建设，加强中高端财务人才培养与储备，更好的协助各公司

进行财务人员的优化配置。 

5.国际化协同 

通过融合现有国际化资源，节约海外市场开发的营销成本，实现资源共享并搭建起围绕

智能制造、汽车配件、绿色生态和未来生活四个主题的国内外共享资源、赋能企业的国际化

协同大平台。 

同时通过在欧洲建立研发中心，引进海外先进技术、人才、创新型材料等为各分、子公

司提供技术支持。 

6.信息化协同 

继续坚持以SAP系统为核心，构建企业统一信息化管理平台，加强与各分、子公司信息

化协同，帮助公司深化运营管理，改进业务模式，提升管理效率，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信息

化支撑。 

二、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和突破 

2019年上半年，包装自动化智能工厂为瓦楞包装企业量身定做的整厂智能化管理方案及

配套软件，全面打通原纸、接单、排程、排产、瓦线DCS、物流系统、后续管理系统、出库

管理，实现整厂数据共享并流通；新型高柔性PACK生产线和全自动高速电池组封装设备已

研发成功并投产销售；光伏组件自动化众多创新型设备在美国晶科、合肥通威等项目率先应

用，报告期内集中验收；纸箱数码打印二代线开发成功，参加上海展会获得客户广泛好评，

订单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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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铸造分公司开发的大众MQB平台前卡钳、支架项目，通过了PPAP审核，

预计2020年正式量产。为应对订单的快速增长，公司加强了人员管理，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同时充分利用现有产能，提高产品交付能力，保证及时交货。 

公司未来将持续做好资源的倾斜和投入，包括在研发投入、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不断强

化，推动公司快速发展。公司将不断夯实专业、技术，进一步做长期能力的深耕细作，研发

新产品，不断扩大产能，提高业务能力，将公司的团队优势、技术优势继续坚持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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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将执行财政部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

以及 2017 年 5 月 2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2.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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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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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公司新设子公司情况如下，并全部于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子公司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合并期 

武汉佰致达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 80.00% 2019年3-6月 

 

 

 

      董事长：李 健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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