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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6                               证券简称：三丰智能                          公告编号：2018-021 

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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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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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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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丰智能 股票代码 30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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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蓉 尹秀华 

办公地址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山工业新区鹏程

大道 98 号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山工业新区鹏程

大道 98 号 

传真 0714-6359320 0714-6359320 

电话 0714-6399669 0714-6399668 

电子信箱 zr_2012_10_17@163.com sfgfzxh@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仍主要从事智能输送成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调试与技术服务，归于工程项目性质。 

（2）公司主要产品是自行小车悬挂输送系统、摩擦输送系统、板式输送系统、滑撬输送系统、滑板输送系统、地面链

式输送系统、悬挂及积放链式输送机、钢丝绳输送机、AGV自导引小车、RGV地面智能小车、淋雨吹干室、物料悬挂平移

输送系统、升降机、翻转系统、辊子输送机、室内车辆尾气收排系统及其他非标设备。产品种类变化不大。产品具有智能控

制、自动输送、自动升降、自动积放、精确定位、故障报警、远程监控、变频调速、主要应用于汽车等行业的涂装、焊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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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装自动化生产线，也有少量应用于仓储物流、轻工、电子等行业的物流输送。公司上市后，相继发展了工业机器人、仓储

物流自动化设备、智能立体停车设备、自动化包装设备等新兴产业。 

（3）由于产品具有非标准特点，经营模式仍以销定产，销售渠道主要是参与投标、中标后与用户签订产品及服务合同；

承揽由专业设计院所、国外大型自动化装备公司总包的分包合同。 

（4）2017年公司原有业务保持稳定，报告期内，上海鑫燕隆于2017年11月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鑫燕隆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集工程管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装配集成、安装调试、售后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智能焊装生产线系统整体解决

方案，主要产品包括地板智能焊装生产线、侧围智能焊装生产线、门盖智能焊装生产线以及车身智能主焊线等，覆盖汽车白

车身焊装的全工艺流程。通过成功收购鑫燕隆，公司进入车身智能焊装生产线领域，其产品可以较好的弥补公司产品在汽车

焊装应用领域的不足，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大幅提高，有效防范受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5）我公司仍保持在自行小车输送系统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占有率优势，并通过提升管理水平，将产品做成精品名牌，

发挥品牌效应，同时努力提升总包服务能力与水平，保持在行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占有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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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311,214.23 327,577,150.80 90.89% 344,532,23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737,944.37 14,864,550.84 335.52% 23,040,58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288,589.14 11,277,548.38 381.39% 18,541,40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923,670.02 35,288,734.98 -3.87% -3,919,721.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91 0.0397 325.94% 0.0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91 0.0397 325.94% 0.0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4% 2.48% 5.86% 3.9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499,002,912.40 970,655,582.46 363.50% 875,238,71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7,188,861.64 604,110,831.99 290.19% 592,990,2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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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63,233.02 80,416,748.21 57,895,913.35 410,935,31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2,869.57 5,508,015.63 -307,728.77 56,584,78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7,281.02 3,975,171.43 -3,056,671.28 51,442,80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6,817.97 -1,907,075.55 8,028,539.83 30,829,0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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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3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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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汉平 境内自然人 31.22% 148,904,238 111,678,177 质押 17,800,000 

陈巍 境内自然人 16.13% 76,911,407 76,911,407   

朱汉梅 境内自然人 11.93% 56,918,426 42,688,819 冻结 5,000,000 

上海鑫迅浦企

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0% 20,509,708 20,509,708   

朱汉敏 境内自然人 2.30% 10,966,880 8,225,160   

陈绮璋 境内自然人 1.87% 8,916,182 6,687,136   

汪斌 境内自然人 1.47% 7,021,825 5,266,369   

陈公岑 境内自然人 1.08% 5,127,427 5,127,42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1% 4,330,500    

杨海琴 境内自然人 0.31% 1,464,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朱汉梅为朱汉平的妹妹，朱汉敏为朱汉平的弟弟；陈绮璋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汪斌为公

司董事。陈公岑为陈巍的儿子，上海鑫迅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陈巍、陈公岑为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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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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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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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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继续深入，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围绕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和2017年面临的新形势，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凭借多年发展积累的人才、技术、项目经验、客户资源和资金储备等综合优势，报告期内，根据公司

2017年年度计划，公司经营管理层将围绕企业发展战略重点抓好各项工作，在积极发展公司主营业务的同时，不断完善产业

链体系，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并借助资本市场适时进行外部资源整合，以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合同继

续保持增长态势，营业收入有一定增长；账龄较长应收款通过采用不同渠道催收效果显著，坏账准备减少；政府补助增加；

鑫燕隆11月至12月业绩并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531.12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90.89%，营业利润6,709.02万元，比上年同

期上升614.64%；实现净利润6,473.79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35.52%。 

     1、产品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拓宽产品应用领域和市场，优化公司产品体系和市场布局，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华东地区业务量增

长明显，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产品市场占有率和行业知名度。同时，公司对成熟市场区域深度挖掘客户潜在需求，集中资源开

发更多有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的市场和客户，重点跟踪目标客户，维护老客户，开发高端优质客户，从而进一步扩大销售份

额，提高市场占有率；在海外业务上，继续发掘新客户，在整车制造企业中拓宽销路、积累客户资源。 

      2、产品研发、技术支持方面：  

     报告期内，年初规划的研发各项目，大部分已进入实验验证与中试开发工作，争取早日投放市场，且积极申报各级科技

项目。公司技术部门对内部管理和人员结构进行了优化，按照核心设计小组管理模式，确保设计质量持续提高，并加强研发

项目的全过程管理，提高产品开发计划与市场化推广的配合度。同时，对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优化，加强了标准化图库建设，

为设计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下阶段，公司将继续加大投入资源促进新型技术的创新与研发，对公司自主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的产品进行技术优化，巩固优势地位，增加公司核心竞争力。  

      3、管理费用控制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了部门工作制度、流程和绩效考核方案，加强了费用的管理和控制，进一步跟踪反馈制度、流

程落实情况，通过加大财务、审计的监督力度，并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费用考核指标和责任，增强了公司各部门的成本意识，

公司整体管控能力显著提高。  

      4、人力资源建设、企业文化方面： 

    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历练和培养的过程，公司上半年通过新产品研发、技术营销和质量控制工作的开展，

培养了一批复合型的技术和管理带头人。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员工进行日常与年度相结合的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员工的薪

酬待遇、岗位调整、培训开发等挂钩，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企业自我约束的用人机制，以实现人才在公司内部各岗位的

优化配置，促进公司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与合理使用，建立高素质、精干、高效的员工队伍。特别是根据用人机制和有关

业绩考核管理制度，将考核结果与浮动工资、年终奖金挂钩，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员工中形成了争

先创优的局面。 

      5、资源整合方面： 

     公司积极推进内涵式和外延式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择机实施资本运作，推进外延式扩张。在内涵式发展的基础上，通过

收购、兼并、合资等多种资本运作手段，向产业链横向和纵向扩张，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迅速扩

大公司规模，促进公司快速发展壮大。 本报告期上海鑫燕隆已经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11月至12月业绩被并入，大幅增

加本报告期的经营业绩。公司与鑫燕隆在销售渠道、客户管理、技术研发、资金、产能等方面整合与协同的空间广阔，可以

产生很好的协同效应，通过本次并购，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显著增强，上海鑫燕隆的产品可以较好的弥补公司产品在焊装应用

领域的不足，有效的提高公司焊装自动化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大大地提升公司的产品性能，还可以通过上海鑫燕隆拓展优

质客户，尤其是上汽集团下属整车厂客户的开发。收购鑫燕隆后，公司产品体系和市场布局进一步得到优化，核心竞争力和

抗风险能力会得到增强，从而利于进一步提升对全体股东的回报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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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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输送成套设

备 
282,313,602.98 70,815,705.04 25.08% 32.14% 7.69% -5.69% 

高低压成套及电

控设备 
16,676,030.67 5,611,801.57 33.65% 0.89% 19.93% 5.34% 

配件销售及其他 52,323,645.93 11,302,320.27 21.60% -46.28% -50.20% -1.70% 

智能焊装生产线 273,997,934.65 71,658,796.32 26.15%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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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鑫燕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2017年11月至12月业绩被并入，其中营业收入

274,155,095.38元，营业成本202,339,138.33元，净利润46,890,61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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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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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5月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

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

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两项准则和财会〔2017〕30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在营业

外收入的金额 

上期列报在营业

外支出的金额 

1.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6,517,518.68 — 1,744,523.84 — 

2.资产处置损益列报调整 资产处置收益 104,333.90 250,734.25 255,254.63 4,5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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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通过设立方式直接持有广州三丰锦润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51%股权、间接持有鑫燕隆（泰国）

有限公司100%股权；通过合并交易持有上海鑫燕隆汽车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报告期湖北易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转让40%股权，导致公司持股比例由100%调整至60%。本报告期，湖北易智控科技有

限公司实现净利润-2095843.76元；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1920478.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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