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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6                           证券简称：东杰智能                           公告编号：2017-048 

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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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杰智能 股票代码 30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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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海 李霞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新兰路 51 号 山西省太原市新兰路 51 号 

传真 0351-3633818 0351-3633818 

电话 0351-3633818 0351-3633818 

电子信箱 sec@omhgroup.com lixia@omh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智能物流成套装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与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类别包括智能物流输

送系统、智能物流仓储系统和智能立体停车系统三大类。公司所处的智能物流成套装备行业属于国家重点支持、鼓励发展的

先进制造领域，公司的智能物流输送系统、智能物流仓储系统广泛应用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物流仓储、食品饮

料、电子商务、化工、烟草、医药、冶金等各个领域，公司的智能立体停车系统立足于解决城市发展停车难的问题。公司的

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以产定购”，该经营模式亦系行业通常采用的模式，由于智能物流成套装备一般为非标产品，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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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客户不同的工艺需求、投资概算、场地限制等对产品及相应的控制系统进行统筹设计、制造以及安装调试，同样基于客

户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公司需根据定制化订单生产的实际需要进行针对性的采购。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的驱动因素主

要有订单及收入、毛利率及费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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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39,691.38 365,652,266.53 -45.59% 396,114,70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49,367.54 36,328,786.26 -235.02% 54,105,02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104,102.26 28,089,605.52 -310.41% 54,080,22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24,189.36 -71,449,202.71 -152.66% 6,885,376.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0 -216.67%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0 -216.67%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7% 6.81% -14.28% 15.3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045,585,518.58 945,946,540.45 10.53% 675,161,30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4,868,132.53 687,062,791.17 -9.05% 378,727,8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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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9,707.74 74,589,594.12 13,992,129.79 96,138,25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09,526.96 -11,559,847.88 -21,852,537.57 1,672,54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50,987.75 -11,845,387.41 -21,908,238.21 -7,999,488.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16,962.22 10,714,475.13 16,849,289.95 21,977,38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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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8,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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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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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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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卜文 
境内自然

人 
34.85% 49,276,944 49,276,944 质押 5,220,000 

王志 
境内自然

人 
5.02% 7,100,465 5,325,349   

太原祥山投

资管理部（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79% 6,774,319    

宁波境界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9% 6,063,206    

太原俊亭投

资管理部（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6% 5,099,144    

上海古美盛

合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3% 2,444,222    

中融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

保险产品 

其他 1.24% 1,759,334    

中银基金－

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

托中银基金

公司混合型

组合 

其他 0.61% 860,963    

李祥山 
境内自然

人 
0.54% 770,000 770,000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长信金利趋

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745,1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李祥山为太原祥山投资管理部（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及合伙事务执行人。公司未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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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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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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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893.9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5.59%；其中，智能物流输送系统实现收入9,242.32万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46.46%，同比下降29.5%。智能物流仓储系统实现收入7,082.03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35.6%，同比

下降65.53%。智能立体停车系统实现收入1,362.60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6.85%，同比下降40.51%。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7,254.8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370.58%；实现净利润-4,966.7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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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物流输送

系统 
92,423,215.04 4,099,068.85 4.64% -29.50% -85.75% -17.51% 

智能物流仓储

系统 
70,820,280.28 16,414,970.40 30.17% -65.53% -75.04%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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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893.9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59%;营业成本 16,869.4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4,904.9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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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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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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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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