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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1                                证券简称：海伦哲                                公告编号：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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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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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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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562,81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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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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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伦哲 股票代码 3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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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沛思 陈慧源 

办公地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宝莲寺路 19 号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宝莲寺路 19 号 

传真 0516-68782777 0516-68782777 

电话 0516-87987729 0516-87987729 

电子信箱 hlzzqb@xzhlz.com hlzzqb@xzhlz.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在2011年上市之初，主要从事研发、生产经营高空作业车以及为电力客户量身打造的发电车、旁路带电作业车（组）、

电力抢修车等电力保障车辆。高空作业车主要应用在电力、市政（路灯）、园林、公安、石化等行业。由于高空作业车市场

总体需求不大，2011年总需求不超过8亿元，限制了公司的发展，为此，公司于2012年通过上海产权交易所收购了上海格拉

曼国际消防装备有限公司，进入消防车行业。格拉曼主要从事军品及消防车的研发和生产经营业务，主要客户为总装备部、

火箭军等军方及各地消防部队，目前主要民用产品有系列消防机器人、抢险救援消防车、远程大流量供水消防车、涡喷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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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高喷消防车等。虽然消防车行业有百亿元的市场规模，但符合我公司定位的目标市场也只有20亿左右，仍然影响公司的

发展。因此，公司于2014年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了深圳市巨能伟业技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进入

LED这个千亿级别市场规模的行业，目的之一是想进入该行业，看是否有发展机会；目的之二是通过并购，学习如何利用上

市公司的优势，做好资本运作。收购之初，巨能伟业主要从事LED显示屏智能电源的研发及生产经营，2016年又研发出LED

显示屏驱动IC、光伏行业的电源（逆变器），并小批量投放市场，其主要客户是LED显示屏生产经营企业。在积累了并购经

验后，2015年公司再次停牌，筹划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深圳连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开始进入具

有万亿级市场的智能制造领域。连硕科技主要从事工业机器人的软件、硬件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为工业机器人

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产品是以3C为主的自动化生产线，主要业务是围绕富士康提供苹果产品整机装配的生产线

的一部分。2016年又延伸到机器人教育领域，采取校企合作、建设实训基地等方式，开展机器人操作等方面的培训，旨在打

造中国机器人培训领域的黄埔军校，培养机器人指挥官，助推工业4.0与中国智造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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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397,943.56 821,348,094.19 72.45% 575,912,68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382,785.10 25,568,153.98 245.68% 16,477,14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625,550.91 22,201,554.81 299.19% 6,880,58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683,412.44 89,405,632.69 -179.06% 35,238,641.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0 0.0727 22.42% 0.04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78 0.0714 22.97% 0.04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3% 3.40% 4.93% 2.5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575,506,304.78 1,318,555,648.17 95.33% 1,076,814,98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1,131,987.08 778,337,932.42 73.59% 666,656,1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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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55,361.41 262,619,159.68 384,108,136.49 627,515,28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04,392.35 12,661,702.48 30,952,226.52 53,373,24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02,991.84 11,216,121.09 30,245,761.45 57,166,66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222,055.57 -65,247,783.90 18,999,565.49 62,786,8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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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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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02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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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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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机电研

究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89% 214,868,415 0 质押 88,415,392 

MEI 

TUNG(CHINA) 

LIMITED 
境外法人 13.57% 139,554,261 0   

杨娅 境内自然人 6.14% 63,103,090 63,080,760 质押 45,168,652 

丁剑平 境内自然人 4.38% 45,090,788 44,745,182 质押 4,410,745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 12,877,840 0   

新疆盛世乾金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11,926,786 11,926,786   

印叶君 境内自然人 1.13% 11,590,762 10,233,901 质押 10,232,556 

徐州国瑞机械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 10,242,085 0 质押 7,315,699 

华文时代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9,532,642 0   

深圳市中亚图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9,230,567 9,230,567 质押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丁剑平先生是我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直接持有江苏省机

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67.78%的股权。杨娅女士是我公司副董事长。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

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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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工程机械业 

2016年国内经济进入了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实体经济压力倍增。在外部整体经济环境不乐观的情况下，公司坚持“内生

式增长”与“外延式发展”并举的经营策略，对内抓精益研发、精益生产等工作，提升管理水平；对外抓大客户营销，抢抓市

场机遇；同时，通过收购连硕科技使公司进入智能制造领域。一系列的举措，使公司发展驶入快车道，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

果。本部高空作业车喜中国家电网公司5.7亿超级大单，年销量首次突破千台，实现1,162台，是行业第二名的近2.5倍，实

现新跨越，公司在高空作业车行业继续领跑并取得绝对优势；格拉曼军品喜中陆军装备部2.17亿军品大单，由于签单接近年

底，大部分军品将在2017年交付；在12月，公司实现单月回款过4亿、本部单月回款过2亿的历史性新突破。 

公司2016年实现销售收入14.16亿元，同比增长72.45%；其中：本部销售收入为7.3亿元，同比增长94.41%；连硕科技自

2月份并表，贡献收入18,883.8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838.28万元，同比增长245.68%。其中：连硕科技

并表贡献净利润3,030.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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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司研发的GKH35C高空作业平台成功通过德国TV莱茵CE认证，标志着公司在实施国际化方面又进一步；2016

年，格拉曼被认定为上海市松江区专利工作示范企业；11月份，由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主办，连硕科技承办的“连

硕杯”工业机器人大赛成功举行，与去年大赛相比，首次引入了机器人本体厂家参赛，在参赛人员、参赛模式等方面均有新

的变化，关注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连硕科技成功入围深圳知名品牌企业，并获得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工业行业履

行社会责任五星级企业”、深圳工业总会“履行社会责任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连硕科技的全自动高速高精度多功能贴片机

荣获第十五届深圳企业创新记录之“产品研发创新项目奖”。2016年主要工作如下： 

（1）继续利用资本平台资本运作，拓展智能制造新产业。 

2016年公司继续利用资本平台推动企业外延式发展。公司顺利完成了对连硕科技股权变更及收购对应的股份上市事宜；

2月份公司再次停牌，实施并购重组。历经三个月，因在关键时点与标的方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只得放弃收购。虽然终止造

成诸多不良影响，但是为公司今后的并购重组事项积累了宝贵经验；根据部署，组织安排中介机构对上海微泓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完成参股工作。 

2016年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决定在上海和深圳均设立智能制造研究院，旨在产业结构智能升级过程中，实现高水平

人才汇聚、领军人才培育及高端人才吸引，提升高空作业车、消防车等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工业云、

智慧工厂等智能制造领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研发实力。 

（2）力促集团内部各公司整合与管理提升，集团化管理跨步前进。 

公司成立集团管理部，进一步促进公司集团化管理提升。通过开展战略梳理、文化宣贯、绩效辅导、强化内控制度建设

等一系列工作，促进各子公司与本部理念相通、文化相融、管理平台相同。通过股权激励行权等举措，进一步强化集团干部

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集团各部在管理、技术、市场、产品等方面逐步显现协同效应，为进一步拓展公司的智能制造产业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持续强化大客户营销，中标国网及军品大单，产品销售及交付均实现历史性新突破。 

报告期公司坚定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指导思想，强力推进大客户营销工作，实现本部中标国家电网公司高空作业车631

台、中标金额为5.7亿元、中标率达74.2%以及格拉曼取得军品订单2.3余亿元的好成绩。 

为完成订单交付的任务，订单产品交付上升为公司本部重点工作，各部门紧紧围绕“入库和发车”开展工作。围绕人、机、

料、法、环各个环节，各相关部门周密策划，产能快速拉升，生产节拍由每天4台套拉升至一天6台套，最高达到8台套/天的

产能，实现历史性突破，顺利完成年度交付任务。 

格拉曼四季度也同样打了一场比较漂亮的攻坚战。由于取得军品订单的时间较晚，为了早日完成交付任务，格拉曼突击

奋战，实现了12月份当月入库车辆民品加军品超过100台的成绩，创造了格拉曼新的记录，极大地鼓舞了员工士气、增强了

凝聚力。 

（4）积极探索研发管理新思路，借助外力持续推进精益研发。 

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公司本部实施精益研发咨询项目，引入并行研发理念，梳理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内容与要

求、形成了格式化的新产品开发流程及表单、创新了新品研发项目推进管理与考核体系。从GKH16新项目开始，各新品开发

项目严格按“精益”要求开展，在产品需求调研、产品与技术规划、产品研发流程与格式化表单、项目管理、上市下市管理、

三新试验、新增物料与供应商验证和管控、产品技术平台建设、设计点检表的制作和应用等领域上不断探索与优化，进一步

优化了研发管理过程、提高了研发管控水平。在公司本部精益研发取得成果的基础上，2016年11月16日，格拉曼召开精益研

发管理咨询项目推进启动大会，标志着精益研发项目推进正式拉开序幕。 

（5）全力加快推进消防车新生产基地建设，连硕科技租赁的新厂区投入使用。 

按照建设规划和计划，格拉曼新生产基地的建设正在抓紧施工之中，按照目前推进进度，预计今年三季度可投入使用。 

连硕科技达成与富士康-合胜勤的战略合作，2016年7月1日所租用富士康-合胜勤的塘厦厂区已投入使用，为未来业务增

长布局新渠道，提升其在智能制造设备领域的接单与生产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团队整体运营管理与客户服务能力，提升公

司快速大量接单、快速大量出货的能力。 

（6）实施战略梳理，为公司发展指明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在格拉曼、巨能伟业、连硕科技组织召开了企业战略和发展研讨会，确立了今后3-5年公司发展规

划和发展目标。通过战略研讨，使各分子公司的发展服从于公司整体战略，更加明确各自发展方向，也使公司员工对未来发

展更加充满信心，愿意共同为开创海伦哲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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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空作业车 607,368,336.83 184,794,600.81 30.43% 116.31% 133.11%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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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源车 64,779,190.34 17,682,997.79 27.30% 169.12% 40.92% -24.83% 

3、抢修车 38,807,253.22 10,748,857.18 27.70% 39.62% 46.44% 1.29% 

4、备件修理 8,389,424.34 5,093,507.51 60.71% 32.66% 36.97% 1.91% 

5、消防车 265,743,716.68 49,423,143.73 18.60% -11.88% -21.09% -2.17% 

6、智能电源 216,944,866.05 56,918,353.77 26.24% 43.74% 38.47% -1.00% 

7、自动集成控制

系统 
187,489,466.38 87,902,751.59 46.88% 100.00% 100.00% 100.00% 

8、其他 26,875,689.72 13,518,517.54 50.30% -10.02% -6.99%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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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416,397,943.56 821,348,094.19 72.45% 主要系报告期高空作业车等

产品销售同比增长以及增加

连硕科技并表因素共同影响

所致 

营业成本 990,315,213.64 600,192,403.79 65.00% 主要系报告期高空作业车等

产品销售同比增长以及增加

连硕科技并表因素共同影响

所致 

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1,639.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2.45%；营业利润为10,140.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332.98%；利润总额为10,304.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6.07%，增加7,564.25万元。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将连硕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在不考虑并购支出的前提下，因并表因素而增加利润总额3,497.92万元。

2016年初，公司完成了对连硕科技的收购。因此，将连硕科技被收购后2016年的经营收益纳入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016

年，连硕科技实现营业总收入18,883.83万元，实现利润总额3,497.92万元。 

（2）按可比口径，由于营业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利润总额11,639.17万元。报告期公司采取大客户营销等方式，加强营销

体系的建设，增加产品销售，使得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40,621.15万元，增长49.46%，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28,981.98

万元，增长48.29%。由于销售的增加而增加利润11,639.17万元。 

（3）按可比口径，由于期间费用的增加而减少利润4,806.90万元。报告期公司的期间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

务费用，下同）共计发生28,163.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506.50万元，增长50.95%，由于期间费用的增长而减少利润

9,506.50万元，其中按可比口径，由于期间费用的增加而减少利润4,806.90万元。 

①按可比口径，由于营销体系建设和对营销投入的加大，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155.53万元，增长了67.96%。由于

销售费用的同比增加而减少利润3,155.53万元。 

②按可比口径，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760.88万元，增长13.82%，由于管理费用的增加而减少利润1,760.88万元。

管理费用增加的主要因素有： 

a、报告期计提股权激励费用2,485.39万元，同比增加费用支出908.47万元； 

b、报告期由于研发投入及薪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同比增加费用支出1,154.75万元； 

c、报告期虽然实施并购重组活动，但因故终止。由于并购重组事务的减少等因素的影响，与同期相比，减少管理费用

319.37万元； 

③按可比口径，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09.51万元，降低8.60%，主要系报告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同比下降以及保证

金存款同比增加利息收入共同影响所致，其中贷款利息支出同比减少70.34万元，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增加37.01万元，由于财

务费用的同比减少合计增加利润109.51万元。 

（4）按可比口径，由于资产减值损失和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而减少利润2,563.07万元。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2,988.78万元，增长154.61%，其中按可比口径，由于高空作业车、电力保障车辆等产品营业收入的增长而增加计提坏账准

备1,127.86万元，存货跌价测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45.22万元，两项合计减少利润2,173.08万元；由于资产减值准备同比

增加而减少利润2,173.08万元；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417.11万元，增长72.19%，其中按可比口径，由于高空作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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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保障车辆等产品营业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税金及附加389.99万元。 

（5）按可比口径，由于投资收益同比减少而减少利润174.79万元。报告期由于投资上海微泓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等单

位因经营亏损而实现投资收益-117.39万元，而上期无；上期上海良基购买理财产品获得的收益57.40万元，而报告期无，由

于投资收益同比减少而减少利润174.79万元。 

（6）按可比口径，由于营业外收支净额同比减少而减少利润28.07万元。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49.96万元，下降

36.04%，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相关退税款同比减少影响所致；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78.03万元，增长978%，主要系报告

期资产重组损失影响所致，以上因素造成营业外收支净额同比减少28.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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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

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

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本公司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

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

不予调整。 

调增合并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3,270,650.96元，调减合

并利润表管理费用本年金额3,270,650.96元。   调增母公司

利润表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2,648,079.34元，调减母公司利润

表管理费用本年金额2,648,079.34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比较数据不予调

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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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本报告期将深圳连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并将新设立的深圳市海伦哲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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