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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5                              证券简称：伊之密                              公告编号：2017-024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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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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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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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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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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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之密 股票代码 3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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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涛 陈结文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

路 22 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

路 22 号 

传真 0757-29262337 0757-29262337 

电话 0757-29262256 0757-29262162 

电子信箱 zhangt@yizumi.com chenjw@yizum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之密公司”或“公司”）是一家集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营销服务于一体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营精密节能注塑机、高性能铝镁合金压铸机、高品质橡胶机等系列产品。伊之密注塑机在国内行业排

名前五，伊之密压铸机排名国内前二。注塑机的产品主要包括通用机型（SM伺服节能系列、SM2高性能伺服节能系列、DP

系列二板式注塑机、FE飞逸全电动注塑机等）及专用机型（BOPP医药包装机、手机配件专用注塑机系列等）。注塑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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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在家电行业、3C行业、包装行业等，现在主要研发的新产品包括A5系列、二板机、全电动注塑机等。压铸机的产品主

要包括冷室压铸机及热室压铸机。压铸机主要应用在汽车和摩托车行业、家电行业等。橡胶机的产品主要包括橡胶注射机。

橡胶机主要应用在电力行业、汽车行业、家电行业等。下游客户生产的产品有高压复合绝缘子、电缆附件、汽车减震和密封

件等。高速包装机器主要是注塑机针对食品包装、医疗包装和水包装等行业的细分。机器人自动化项目是公司根据客户对自

动化的需求，为客户配套压铸机周边配套产品，将来可延伸至注塑机和橡胶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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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442,715,067.04 1,188,889,336.67 21.35% 1,175,140,14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847,111.04 72,323,170.30 50.50% 76,045,58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217,810.56 56,093,768.91 84.01% 68,636,70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010,344.65 44,422,467.86 415.53% 31,688,713.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0 50.00%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0 50.00%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6% 10.06% 3.60% 22.2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806,122,270.53 1,436,823,187.39 25.70% 1,275,556,86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9,869,931.58 765,445,734.79 9.72% 380,987,1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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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67,535,160.44 374,360,251.05 381,703,169.92 419,116,48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02,159.20 38,573,663.62 22,995,432.76 34,875,85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27,946.64 36,730,584.53 22,322,081.84 32,837,19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62,570.65 119,840,051.02 25,896,269.50 115,336,5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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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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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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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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卓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3.75% 81,000,000 81,000,000 质押 22,501,800 

新余市伊理大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3% 34,620,000  质押 6,750,000 

新余市伊源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9% 24,690,000  质押 2,270,000 

新余市伊川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79% 23,490,300  质押 2,38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事件驱

动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0% 3,129,557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新

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8% 2,583,330    

现代创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98% 2,340,000    

张娇 境内自然人 0.89%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泓德战略转

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8% 1,869,960    

深圳市瀚信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瀚信 6 号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1,674,0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佳卓控股有限公司、新余市伊理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市伊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新余市伊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佳卓控股有限公司间接股东陈敬财

与梁敬华为连襟关系，甄荣辉与陈敬财、梁敬华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敬财、甄荣辉、梁

敬华于 2010 年 1 月 1 日签署了《关于建立一致行动人关系之协议》。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

其他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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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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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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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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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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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达到7年来的最低点，国际

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增长动力不足，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欧元区政治经济困局等影响，全球市场

挑战重重。2016年，伊之密营业收入144,271.5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35%；其中国内销售收入117,015.75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18.25%，出口销售收入27,035.56万元，同比增长36.89%；利润总额13,366.0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90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84.7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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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稳固国内市场优势，加大海外市场的开发力度  

在国内市场，继续推行标准化客户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客户服务质量水平。在维持服务好中小客户的同时，加大大

客户开发力度，将大客户战略分为三级开发体系——公司级（K1）、营销中心级（K2）、办事处级（K3），每一层级的大

客户由公司组成销售、商务、技术支持的“铁三角”，并根据不同级别确定铁三角人选，确保售前、售中、售后的稳定与连贯

性。 

在海外市场，我司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年度销售额27,035.56万元，同比增长36.89%，在土耳其、印尼、韩国、马来西

亚、菲律宾等市场具有良好的销售。2016年正式启动印度项目，已完成合作伙伴的选定和骨干团队组建，厂房翻新工作进行

中，2017年将正式投产。继续深耕北美市场，2016年HPM与Biv合并，只保留HPM，2017年将更名为YIZUMI-HPM，全面实

施双品牌战略。 

（2）深耕细分领域市场 

“新常态”下，模压成型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普通的通用性机器的市场需求增长将放缓，而

高速高效、节能环保、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水平较高的设备的市场需求增加，与民生关联度较高的医疗、包装等行业以

及与提升生产效率及自动化水平相关联的机器人自动化领域都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公司持续推进相关新产品、新技术的研

发和市场推广，包括高速包装系统设备、压铸机周边自动化设备、镁合金半固态注射成型机、大型二板机设备、全电动注塑

机设备，不断提升综合竞争能力，产品系列更加完善，将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 

（3）导入新产品，加快新产品研发  

2016年，公司一系列新产品如A5系列新一代伺服节能注塑机、DP系列大型二板式注塑机、H系列高性能压铸机等全面

导入市场，取得良好成绩。2016年继续增加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性能，降低成本。公司2016年研发费用支出为8,147.33

万元，占比营业收入的5.65%。2016年，公司新增申请专利申请52件，其中，发明专利7件；获得专利权30件，其中，发明

专利权1件。 

（4）全面提升客户服务标准和质量 

2014年起，伊之密在全国直销办事处开始推行标准化管理，对销售队伍的专业素质及个人素养的提升上都进行了一次全

新升级。到2016年，伊之密办事处标准化管理基础进一步夯实，体系建设成果得到更多的沉淀。同时，公司一直致力于树立

行业的服务新标杆，打造具有伊之密特色的“YFO”服务体系，目的是提升团队素养和管理水平，最终会体现在终端客户体验

上。 

（5）合理调整募投项目，更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现有发展规划及经营业务实际情况，为保证项目建设与现有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公司对原募投项目“技术中

心升级项目”的投资额进行了调整，部分资金投入到新的项目“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模具生产厂房项目”。 “关键零部件及精密

模具生产厂房项目”完成后，能满足公司生产关键零部件的生产需要，完善精密模具生产环境，提高公司产品水平，提升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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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塑机 865,915,051.06 574,671,670.70 33.63% 32.49% 29.40% 1.58% 

压铸机 428,944,244.34 248,538,181.37 42.06% 9.42% 1.98%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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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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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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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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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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伊明模具公司 2016年6月21日 9,265,100.00 51.00% 现金收购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伊明模具公司 2016年6月21日 协议签署日期 4,802,140.94 -897,8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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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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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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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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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