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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3                               证券简称：蓝英装备                           公告编号：2019-057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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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英装备 股票代码 30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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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羽 陈婷婷 

办公地址 沈阳市浑南产业区东区飞云路 3 号 沈阳市浑南产业区东区飞云路 3 号 

电话 （024）23810393 （024）23810393 

电子信箱 sbs@blue-silver.net sbs@blue-silv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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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110,342.24 779,097,453.89 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779,115.80 11,625,419.57 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773,787.26 7,353,605.79 1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424,199.22 44,699,684.55 -19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3 0.0431 9.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3 0.0431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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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1.5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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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517,620.56 2,372,563,675.41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6,524,785.61 776,204,411.17 1.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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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蓝英自动控制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37% 108,998,700 0 质押 49,893,754 

中巨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62% 63,763,000 0 质押 41,873,000 

财通基金－湖南轻盐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安吉 82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0% 5,398,000 0   

沈阳黑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8% 3,442,500 0   

张思连 境内自然人 0.34% 921,300 0   

张邦森 境内自然人 0.30% 804,000 0   

余碎来 境内自然人 0.19% 520,008 0   

陈小娟 境内自然人 0.16% 420,000 0   

车永君 境内自然人 0.15% 401,600 0   

王海英 境内自然人 0.13% 3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沈阳蓝英自动控制有限公司、中巨国际有限公司及沈阳黑石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外，我们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沈阳蓝英自动控制有限公司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35,000,000 股，合计持有 108,998,700 股。公司股东张邦森通过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04,000 股，合计持有

8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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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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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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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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围绕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继续结合《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国家规划，积极加快市场开拓

的步伐，利用全球化布局优势稳步扩张。同时坚持技术创新，不断提升现有产品的品质与技术水平，进一步增强产品的竞争

力，巩固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2,111.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7.9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9.92%。 

报告期内公司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业务拓展方面 

公司继续深化全球化整合战略，不断深化客户关系、加速产品创新、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市场开拓步伐，进一步巩固了

工业清洗及表面处理业务的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在中国市场、欧洲市场、美洲市场和亚太市场均拥有专业的销售团队，针对各个市场的不同特点做出了针对性的市

场销售战略。 

在欧洲市场中，公司充分利用所建立的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深耕各个行业客户，同时根据行业发展和行业轮动的趋势

积极进行拓展，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行相应的产品优化设计和服务改进，取得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在工业清洗业

务中引领市场。 

在中国市场中，针对客户高、中、低端产品和服务的不同需求，公司以沈阳和上海两个基地为依托，将引进的德国、意

大利等公司的产品进行相应的优化设计，使产品更加本地化，取得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在工业清洗和数字化工厂业务中取

得了良好效果。 

在美洲市场中，工业清洗市场较大但市场分散。公司针对该市场的特点，依托美国子公司重建销售队伍，对市场进行细

致的分析和划分，根据不同市场的特性，制定相应的战略，已取得明显成效。 

在印度市场，公司在普内和金奈分别有生产基地。由于该市场为新兴市场，发展较快，产业升级迹象明显，亦需采用不

同的策略开拓。普内的基地更偏好德国设计的本地化，在收购后，业务增长迅速；金奈的基地则注重提升产品等级，引入德

国最新产品，已经取得印度汽车制造行业用户的欢迎。 

2、技术方面 

公司秉承“技术驱动未来”理念，坚持持续性地技术研发投入及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规划。根据市场变化及发展需求，及时

调整技术研发方向及产品与服务规划格局，在现有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继续加大资金、人员投入，通过“外引内联”、“外购

内并”、“外联内引”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优势地位。公司在中国沈阳、德国蒙绍、德国菲尔德施塔特、瑞士莱茵埃克

建立了竞争力及研发中心，拥有专利技术300余项，在不同的领域和细分行业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 

公司的工业清洗与表面处理业务一直致力于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的研发，在高压水、溶剂清洗、真空清洗、蒸汽清

洗、等离子体清洗、激光清洗等方向，都有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深入开展研究。公司拥有的工艺及技术能够满足各领域的特

殊要求，应用于医疗器械、光学器件、化工领域、航空工业、汽车行业、机械部件生产、机械电子、电子电器和实验设备等

行业，是全球技术的领先者。 

近年来，公司的智能轮胎成型机产品相继被评选为辽宁省科技奖励项目、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辽宁名牌产品、沈阳

名牌产品，也被纳入了沈阳市科技创新“双百工程”重大科技研发项目。报告期内，公司“一次法自动智能轮胎成型机及控制

系统”获沈阳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 

3、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管理层工作制

度，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同时，公司不断强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高规范运作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

本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并推行“全员预算管理”，充分发挥“现金流/利润”考核制度，有效实施内部财务管理和绩效考核

机制，积极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降低财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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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 

②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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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半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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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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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清算、

注销大连中科海德自动化有限公司。2019 年 3 月 1 日，公司已办理完毕工商注销手续。 

 

 

 

 

 

 

 

 

沈阳蓝英工业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郭洪涛        

2019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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