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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19                            证券简称：金银河                          公告编号：2018-021 

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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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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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更变更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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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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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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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河 股票代码 3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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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仁峰 何伟谦 

办公地址 佛山市三水区宝云路 6 号 佛山市三水区宝云路 6 号 

传真 0757-87323380 0757-87323380 

电话 0757-87323386 0757-87323386 

电子信箱 xiongrenfeng@chinagmk.com heweiqian@chinagm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分为设备制造和有机硅新材料销售两类。第一类为设备制造，主要为研发、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化

工机械及智能化装备、电池制造机械及智能化装备；设计、制造、销售：汽车五金配件；软件开发；销售：配套设备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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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有双螺杆全自动连续生产线和自动化单体设备等，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有机硅制造、锂电池制造及胶粘剂高分子化

合物生产等多个领域。公司在设备制造方面拥有完善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主要产品涵盖物料输送计量、混合反应、灌装包装

等下游企业生产的全过程，具备为客户提供整体生产工艺装备解决方案的能力；公司研发的双螺杆全自动连续生产线改变了

国内有机硅材料行业传统的间歇法生产方式，推动了国内有机硅材料行业生产工艺和装备的升级。在此基础上，公司将双螺

杆全自动生产线技术推广应用于锂电池正负极浆料生产并取得成功，已在行业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研发出全自动粉（液

体）上料系统和高精密挤压式涂布机、高速分散均质机、精密辊压机、辊压分切一体机等配套设备，实现了锂电池电极制造

全自动连续化生产，提升了公司在锂电池设备领域的市场地位。第二类为研发、生产和销售有机硅新材料产品，主要产品有

高温硫化硅橡胶、液体硅橡胶、工业胶、导热硅脂等，可广泛用于电子电器制造、新能源、建筑装饰等领域。随着有机硅行

业的回暖，公司有机硅新材料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不断提升，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1、锂电池行业 

（1）、动力电池未来看中国 

日前，全球动力电池90%以上集中在日本、韩国与中国等东亚等国家。中国动力电池虽然进入时间较为滞后，但巨额政

府补贴政策给国内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叠加国内动力电池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与材料成本上的优势，中国动力电池不

论在成本还是在售价上均已处于全球最低水平，竞争优势明显。同时，2017年以来国内电池掀起的新一轮降价潮（20%降幅）

成本已经成为中国动力电池的核心优势所在。未来动力电池产能持续向中国转移是大趋势，而中国也将成为世界的动力电池

工厂，培育出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动力电池龙头企业。 

（2）、下游企业强强联合 

根据兴业证券之前的全球电动汽车深度报告分析，电动车全球化已不可逆转，两大趋势需要高度重视，其一是继北汽与

国轩携手深度合作之后，上汽与宁德时代成立合资公司，标志着动力电池行业将从春秋时代百家争鸣快速进入后战国时代，

逐渐形成强强联合、寡头割据的新格局；其二是继江淮大众合资之后，北汽与戴姆勒合资启动奔驰电动车国产化计划，此举

将推动海外（尤其是欧洲）传统车企加紧电动汽车在华布局，合资与自主的较量将在电动车领域再次上演，国内上游供应商

企业迎来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3）、政策倒逼产业升级 

补贴退坡敦促全产业降成本，动力电池首当其冲。2016年12月30日，新版补贴政策正式落地，乘用车、专用车补贴退坡

20%，客车退坡30%-50%。此外国补与地方补贴配比普遍由此前1:1下调至1:0.5，整体补贴退坡幅度较大。补贴下调使得动力

电池环节首先受到冲击，一季度销售价格下滑明显，对毛利率造成一定冲击，电池企业短期内压缩成本的意愿十分强烈。此

外，新一轮补贴退坡将在2019年到来，率先实现降成本的电池企业将在一年半后的再次退坡中占得先机。 

2、有机硅行业 

（1）、全球有机硅需求稳定增长 

有机硅下游应用行业非常分散，主要用于建筑、电子电器、电力设备及新能源等行业，还包括纺织、机械、皮革造纸、

化工轻工、金属和油漆、医药医疗、军工等，就下游行业而言，整体波动性对有机硅行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近年来，新能源、

电子等新型需求的出现，带动有机硅需求稳定增长。2010 年以来，全球需求维持较好增长，开工率呈稳步攀升态势，

2010-2011、2012-2014、2015-2017 三个阶段开工率各为 78%、80%、82%。 

（2）、有机硅海外需求旺盛 

有机硅海外需求旺盛，出口量相比同期大幅攀升。近年来，有机硅海外需求稳定增长，海外厂家产能锁定下订单持续流向中

国，叠加部分老旧装置事故频发，2017年7月以来中国出口量激增，2017年1-11个月我国有机硅累计出口18.99万吨（环体口

径），同比大幅增长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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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489,830,101.70 292,680,572.88 67.36% 180,763,25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64,629.65 43,117,707.05 10.08% 23,940,66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620,039.97 35,686,879.92 -2.99% 15,273,47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09,318.93 9,082,198.38 -243.24% -4,299,764.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0 0.770 -14.29% 0.4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0 0.770 -14.29%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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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8% 23.19% -10.31% 15.1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02,212,068.17 432,687,362.12 85.40% 339,726,59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6,725,294.76 204,883,661.47 103.40% 167,027,9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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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89,022.87 123,119,582.60 96,531,389.65 220,290,10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9,922.08 17,839,826.23 18,056,878.73 7,928,00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6,767.96 17,097,415.20 9,085,779.50 8,693,613.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05,717.14 25,335,044.46 -24,136,553.67 5,797,9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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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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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发 
境内自然

人 
18.40% 13,743,837 13,743,837 质押 7,180,000 

广州海汇财

富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87% 11,101,935 11,101,935   

梁可 
境内自然

人 
10.67% 7,968,138 7,968,138 质押 4,470,000 

陆连锁 
境内自然

人 
6.70% 5,002,138 5,002,138 质押 1,360,000 

赵吉庆 
境内自然

人 
4.12% 3,080,000 3,080,000 质押 3,000,000 

贺火明 
境内自然

人 
2.81% 2,100,000 2,100,000 质押 1,600,000 

张志岗 
境内自然

人 
2.57% 1,920,000 1,920,000 质押 1,340,000 

李雄 境内自然 2.33% 1,737,264 1,737,264 质押 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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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余淡贤 
境内自然

人 
2.05% 1,530,000 1,530,000   

王旭东 
境内自然

人 
0.79% 588,999 588,999 质押 1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张启发、梁可、陆连锁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系公司一致行动

人。2、公司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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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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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一方面，下游锂电池生产企业尤其是国内、国际高端锂电池生产企业投资持续推进，公司锂电池生产设备业

务增长明显，锂电池生产设备收入占比上升；另一方面，市场有机硅材料价格上涨，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宝利营业收入有了较

大幅度的增长，但目前该子公司尚处于市场开发阶段，仍需母公司进行扶持，随着销量的上升，该子公司整体财务状况有望

改善。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年初制定的2017年度工作计划，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在报告期内实现营

业收入48,983.01万元，同比增长67.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46.46万元，同比增长10.08%。根据上述情况，

公司今后会继续加大对锂电池生产设备及有机硅新材料产品的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经营情况如下：  

（1）国内制造业回暧，生产紧锣密鼓进行中。报告期内，国内制造业PMI指数稳定在51之上，制造业投资环境不断改

善，公司订单充足，生产安排在有序推进；同时，为应对增长的订单，公司生产部积极协调各部门加快生产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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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大生产经营团队，为扩大生产规模打下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全年新入职178人，净流入86人，人员净增长率21%。

随着公司的上市壮大，公司在专业人才引进、核心团队构建等方面加大了力度，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也为公司在建

项目提前做好人员储备工作。 

    （3）加大研发力度，实现技术进步。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向高端锂电设备领域发展。公司锂电设

备研发下设多个项目部，主要有双面同时挤压涂布项目部、隔膜涂布项目部、辊压分切一体机项目部、全自动高速无张力卷

绕机等；新材料设备领域研发下设的项目部有自动智能调色项目部，新型厨房、石英石建筑装饰板材自动线项目部，研发团

队组织架构明确，功能清晰，有助于提升公司研发与创新的效率。目前公司研发的并联式高速精密双面同时挤压涂布机试车

成功，相较于现有的单面涂布和双面折返式的工作原理，该涂布机可实现双面同时涂覆、烘干工序，减少以往的重复动作，

进一步提高涂布效率。根据测试数据，该涂布机的涂布速度可达到60m/min，是目前普通挤压涂布设备速度的2-3倍，涂布面

密度误差≤±1％。结合公司现有的产品优势，形成了从上料、制浆、涂布到辊压分切的前端全自动化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强

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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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电池设备 253,658,471.55 87,894,257.44 34.65% 70.61% 40.96% -7.29% 

有机硅设备 109,628,571.15 30,928,856.88 28.21% 5.56% -7.35% -3.93% 

硅橡胶产品 123,640,899.49 3,721,450.40 3.01% 205.64% 31.80%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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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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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的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无重大影响，不涉

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2018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公司调整

了账务报表列表，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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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时行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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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因投资收购子公司，合并范围新增子公司佛山市金奥宇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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