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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4                                证券简称：机器人                          公告编号：2019-018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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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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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海斌 董事长 因公出差 史泽林 

宋廷锋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胡天龙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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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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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 股票代码 3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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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立国 赵陈晨 

办公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全运路 33 号 沈阳市浑南新区全运路 33 号 

传真 024-31680024 024-31680024 

电话 024-31165858 024-31165858 

电子信箱 zlg5335@163.com zhaochenchen@sias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为机器人及数字化解决方案，面向智能制造、半导体装备、国防安全及消费服务领域提供智能化产品及服

务。2018年公司完成机器人核心技术与产品迭代升级，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深层次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开拓数字化物联新模式的应用，稳固公司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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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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094,726,945.21 2,455,063,972.29 26.05% 2,033,481,03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350,851.81 432,377,941.40 3.93% 410,773,62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1,042,879.11 293,113,728.32 23.18% 274,272,340.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627,448.35 -386,017,757.97 114.15% -156,903,170.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80 0.2771 3.93% 0.26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80 0.2771 3.93% 0.2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0% 7.48% -0.18% 7.6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516,835,326.56 8,423,638,411.95 12.98% 7,080,390,07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19,318,704.22 5,931,530,243.88 4.85% 5,566,424,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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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168,698.76 687,448,641.02 843,610,053.30 1,020,499,55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866,716.25 151,978,029.08 116,414,292.43 120,091,81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287,733.11 145,394,455.27 104,908,608.81 51,452,08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497,080.55 -58,923,638.32 -108,585,482.14 539,633,6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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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2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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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沈

阳自动化研究
国有法人 25.27% 394,27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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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曲道奎 境内自然人 3.38% 52,707,600 39,530,700 质押 51,500,000 

胡炳德 境内自然人 2.24% 34,993,2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20% 34,293,380    

辽宁科发实业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2% 33,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

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61% 25,141,499    

王天然 境内自然人 1.59% 24,784,780    

东方基金－民

生银行－中融

国际信托－中

融－瞰金 66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3% 23,913,047    

沈阳盛京金控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3% 23,913,045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创业板

5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37% 21,413,9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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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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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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使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严峻的挑战。201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发展目标众志成城、砥砺前行，增强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

同时进行外延式投资，旨在与主营业务协同发展，着力布局大产业、大市场。公司借助日益提升的品牌影响力着眼于全球化

营销网络布局，强化与中高端行业客户的紧密合作，加速创新技术与产品的市场化，扩大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积累。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主营业务持续增长，实现营业收入30.9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0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3%；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6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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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机器人 935,312,884.31 665,852,893.71 28.81% 22.06% 24.21% -1.23% 

物流与仓储自动

化成套装备 
970,177,604.84 671,106,998.77 30.83% 35.41% 36.67% -0.64% 

自动化装配与检

测生产线及系统

集成 

822,933,677.38 523,403,938.66 36.40% 7.59% 9.96% -1.37% 

交通自动化系统 362,316,846.36 260,263,087.25 28.17% 85.05% 92.26%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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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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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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已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公司于2018年10月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已于2018年10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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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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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21日，本公司子公司中科新松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新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报告期内，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实际出资400.00万元。 

本公司二级子公司上海星至辉创业孵化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星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出资设立上海星

至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42.85万元，报告期内，上海星至辉创业孵化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实际出资51.00

万元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018年08月18日，本公司三级子公司上海星至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星孔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

资本100.00万元，报告期内，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未实际出资。 

2018年1月19日，本公司子公司沈阳新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60,000.00万元，新增股东沈阳达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公司对其不具有控制权，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实际出资

12,6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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