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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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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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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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9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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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伦哲”由“high-ranger”音译而来，来自于高空作业车的两个主要作业参数“高度（high）、幅度（ranger）”，寓意“既高

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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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源车、车载式

旁路带电作业成套设备、埋杆车等各类电力保障车辆为电力客户量身打造，致力于为电力行业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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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以直销为主，辅以少量代理销售。目前高空作业车行业仍处于快速增长时期，预计今后3-5年年均增长仍将保持在15%

左右。高空作业车作为公司的主要产品，分为折叠臂、伸缩臂、混合臂、绝缘斗臂四大系列，目前海伦哲公司是国内产品结

构型式最丰富、产品种类最齐全、产品作业高度最大的高空作业车产品及服务提供商，作业高度覆盖7-45米，共60余个规格；

在智能化大高度以及绝缘臂产品系列中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报告期内，公司抓住难得的电力市场机遇，市场占有率持续超前

领跑高空作业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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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消防装备产品主要用于各类设施和大型厂矿石化企业的消防以及救援，军用车辆产品主

要用于对地面、军事设施、装备等遭受袭击、突发事故等所造成污染后的清洗、消除或压制，消除污染或防止污染的扩散，

并快速达到部队恢复作战要求。主要客户为解放军陆、海、空军和火箭军及各地消防部队和企业专职消防队。目前主要民用

产品有系列消防机器人、抢险救援消防车、城市主战消防车、涡喷消防车、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化学救援和化学洗消消防

车、举高喷射多剂（水、泡沫、干粉）联用多功能（灭火、排烟）消防车、举高喷射消防车等；军品主要包括核生化应急救

援装备、危化品事故应急处置装备两类产品。经营模式为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直销为主、代理销售为辅）。业绩的驱动

因素主要有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以及国家周边地区军事安全趋紧等方面。目前消防装备行业需求仍

然处于增长阶段，预计今后3-5年年均增长仍然会保持在10-15%。 

公司于2014年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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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能伟业于2011年成立，主要从事LED显示屏智能驱动电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客户主要为LED

显示屏生产厂家。目前，世界上约有80%的LED显示屏来自中国，在中国，约有80%的LED显示屏产自深圳。深圳具有世界

上最大的LED显示屏生产基地和完整的供应链。在国家新能源政策的深入影响下，LED显示屏产业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发

展势头迅猛。巨能伟业瞄准这个千亿级别的行业，以核心技术和完善的产品系列，占据30%左右的电源市场份额。巨能伟业

具有独立研发、生产能力，坚持“生产一代、在研一代、开发一代”策略，在超薄、高效、大功率方面异军突起，引导LED显

示屏电源行业技术方向，并逐步建立行业标准。在深圳市场稳步发展情况下，巨能伟业在全国各地建立30多个销售服务网络，

将业务扩大至全国，并形成完善的研产销及服务一体化体系。产品系列从主营显示屏电源向工控电源、照明电源、模块电源

不断延伸。公司利用巨能伟业研发的驱动IC、控制系统等技术，在报告期设立了由巨能伟业控股的子公司--深圳市海讯高科

技术有限公司，专业从事LED显示屏COB封装工艺模组件的研发、制造业务，实现了巨能伟业产品从LED显示屏控制电源向

下游的显示屏领域延伸。 

公司于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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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硕科技坚持“技术领先型的差异化”发展战略，着力深耕3C集成、光电与显示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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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主要产品是3C产品零

配件的精密加工处理装备与自动化组装系统，平板显示器件生产工艺优化的自动化装备。在发展集成制造的同时，连硕科技

又延伸到机器人职业教育领域，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供智能制造人才培养、就业、继续教育的全方位人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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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714,178.78 1,557,325,157.02 16.21% 1,416,397,94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030,180.94 160,417,068.91 -38.27% 88,382,78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489,510.70 151,132,159.02 -42.77% 88,625,55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970,916.64 -13,310,908.09 1,121.50% -70,683,412.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9 0.1556 -38.37% 0.08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9 0.1548 -38.05% 0.0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5% 11.21% -4.56% 8.3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309,849,701.48 2,712,919,071.77 22.00% 2,575,506,30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98,324,671.40 1,549,649,670.71 3.14% 1,351,131,9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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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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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19,722.93 456,687,632.53 465,225,248.61 698,181,57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98,018.54 40,404,572.18 32,846,720.45 44,576,90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042,513.14 40,600,317.43 29,079,590.00 36,852,11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11,817.18 -2,403,504.09 65,693,884.93 102,392,3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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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1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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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4% 214,868,415  质押 171,530,000 

MEI 

TUNG(CHIN

A) LIMITED 
境外法人 13.41% 139,554,261    

杨娅 
境内自然

人 
6.06% 63,103,090 63,013,770 质押 62,264,442 

丁剑平 
境内自然

人 
4.34% 45,221,322 43,708,369 质押 27,660,000 

深圳市君鼎

兴富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泰德兴富 1

号私募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2% 18,89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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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11,926,786 11,926,786   

徐州国瑞机

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9% 10,255,000  质押 9,930,000 

印叶君 
境内自然

人 
0.98% 10,235,701  质押 6,500,000 

深圳市中亚 境内非国 0.89% 9,230,567 9,230,567 质押 9,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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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有法人 

深圳市君鼎

兴富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泰德兴富

价值成长1号

私募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9% 9,219,3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丁剑平先生是海伦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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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娅女士是海伦哲副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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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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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工程机械业 

2018 年，公司继续坚持“技术领先型的差异化”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特种车辆与智能装备”双主业发展战略，

实施“内生外延”并举策略，通过拓展军品市场、推进并购重组、引入战略投资等措施增强了公司综合竞争力，在稳定特种

车辆基业的同时，做强智能装备产业。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克服外部环境各种不利影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0,97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03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 38.27%。 

在取得的成绩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这一方面是对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及研发能力的肯

定，另一方面将推动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有利于公司高端研发人才的引进，为公司人才培养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

提升创造条件；公司本部通过评定，符合《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要求（试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4 年第 3

号），取得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该证书的取得，体现了公司已具备信息化环境下专用车辆个性化定制产品的协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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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能力，通过打造新型能力，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并取得显著成效；公司成功入选江苏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

业；格拉曼承担的“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建设项目顺利通过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验收，且评价为“优”，该项目的实施

有效提升了格拉曼的研发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格拉曼产品再度荣获 2017 年“上海名牌”，本次获得名牌产品的不但有消防车，

还扩展到灭火设备，全方位提升了格拉曼产品的市场美誉度；格拉曼被评为松江区首批“G60 科创走廊军品融合重点企业”；

格拉曼承担的上海市重点技改专项资金计划“格拉曼高端智能消防装备生产技术改造项目”顺利通过验收，通过技术改造项

目的实施，加快了格拉曼发展步伐，扩大了企业经营规模，实现了格拉曼消防车产品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

更加鼓舞人心的是格拉曼举行庆祝上海格拉曼国际消防装备有限公司建立一百周年大会，来自上海消防协会、部队军代表、

客户代表与海伦哲集团代表和格拉曼全体员工一起见证格拉曼百年庆典，用百年历史激励公司上下抓住与德国施密茨公司合

资的机会，引进国际一流的消防车技术，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并将引进的制造技术应用于军工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中，

从而提高格拉曼整体竞争力；连硕科技旗下深圳市连硕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授予成为首批工业强国青少年培育活动基

地。 

在各板块经营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德国施密茨公司的控股权，国际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格拉曼高度重视军

品发展，实施“先军战略”即优先发展军品战略，军品订单迎来快速增长，军民融合跨上了新台阶；本部销售规模首次突破

10亿元，其中电力保障车辆销售再创新高，实现销售收入 2.45亿元，同比增长 150%；绝缘车国产化稳步开展，多款产品完

成下线或投入试制；绝缘臂本土化制造取得突破，首台 FRP（纤维增强性复合材料）臂成功下线并投入试验验证；巨能伟业

迁入新厂房，现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新产品灯饰亮化电源逐步推向市场。其控股子公司海讯高科所研发的 LED显示屏 COB

封装工艺模组件完成样品试制，为下一步批量生产奠定基础；连硕科技客户结构调整，开始走向国际市场。 

2018 年，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开展了如下重点工作： 

1、持续并购，做强智能制造产业 

  年初，公司启动了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资产的并购重组事项，由于收购条件不成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放弃了对

部分标的公司收购，最后仅将收购广东新宇智能股权的议案报请证监会核准但被否。为了增强与标的公司合作的信心，加快

拓展智能装备领域的步伐，公司在 7月份和 11月份分别用自有资金取得了苏州镒升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8.18%的股权和广

东新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1.05%的股权，使公司战略实施向前迈进一步；7月份全资收购了东莞金迅公司，解决了新宇智能

未来发展所需的生产基地问题。 

2、开展战略研讨，为公司更长远发展确立方向 

一季度，公司及各分子公司以研讨会形式完成了中长期战略梳理，持续对公司战略进行滚动检视、反省，明确并评估了

公司和各分子公司当前所处的外部环境、行业环境和政策、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通过战略检视，明确了公司各产业核心

技术方向及综合竞争优势，指出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为公司发展奠定战略基础。 

3、控股德国施密茨，拓展消防车业务 

公司与赫尔曼·施密茨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随后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入股赫尔曼·施密茨

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于年底已出资 320 万欧元取得德国施密茨 51%的股权，预计明年上半年将进行第二期投

资约 310万欧元，投资后，公司将持有德国施密茨 67%的股权。双方将在消防领域展开合作，本次采取合资方式与国外知名

消防企业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将助力公司消防车业务走向国际市场，扩大海伦哲在中高端消防车市场的份额，公司的

国际化运作迈出了实质一步。 

4、军品拓展良好 

格拉曼坚定不移实施“先军战略”，以部队机构改革和采购形式变化为契机，抢抓军民融合发展机遇和“军转民”及“民

参军”具体项目，持续紧跟军品市场需求，扩展军需产品范围，做大做强军品业务。格拉曼通过与防化、空军、海军、火箭

军等军种的研究院所合作开发科研项目，为“十四五”的军品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服务型制造取得明显成效 

本部 CRM的运行实现了产品从客户信息传递、发车、售后服务全过程信息监控，进一步提升了客户服务水平。同时，全

年客户操作培训达 2100 人次，同比增加 50%；本部还陆续完成了武汉、杭州、北京、西安等七大服务中心的建设并正式运

行，全年维修保养收入超过 3,000 万元，同比增长超过 130%。服务型制造在增强公司竞争力的同时，大大增强了公司与客

户的战略合作关系和黏性，正逐渐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6、资本加持，促进 COB 产业化 

为推动 LED 智能控制电源板块的发展，实现全资子公司巨能伟业的未来发展规划，扩大其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推动

COB 封装显示屏研发及产业化，进一步打开公司的利润成长空间，公司向巨能伟业增资 3,000 万元，发起设立“深圳市海讯

高科技术有限公司”为 COB 封装显示屏研发及产业化的承担单位。目前，首批新产品进入最后的组装验证。 

7、以自有资金实施股份回购，提升公司投资价值  

针对由于去杠杆等因素引发的股市风险，为了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面对不断下滑的股市，公司在一季度按照决策

程序实施了股份回购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已发行社会公众股份。截至 2018 年 8 月 26 日，

公司已回购股份数量为 15,936,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成交最高价为 6.00 元/股，成交最低价为 3.96 元/股，支付的

总金额为人民币 85,222,346.26 元。鉴于回购期限已届满，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2018 年 9 月 4 日，本次回购股份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8、加快推进连硕科技惠州基地与东莞智能制造产业基地的建设 

报告期内，继续推进惠州连硕科技有限公司绿色照明自动化高端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报告期内，该项目共投

入 7,996.23万元。此外，公司拟在东莞市大岭山镇征地 150亩，用于“海伦哲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的建设，2018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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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项目合同》与大岭山招商局达成初步意见，同时积极配合大岭山招商局完成了东莞市重大科技项目申报工作，以加快项

目用地的审批，目前项目用地处于审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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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作业车 569,222,074.48 165,578,588.61 29.09% -13.79% -13.95% -0.05% 

电源车 152,345,485.20 44,704,852.67 29.34% 170.32% 181.87% 1.20% 

抢修车 89,231,392.43 29,749,056.61 33.34% 165.88% 128.32% -5.48% 

备件修理 34,424,143.93 24,107,573.28 70.03% 95.27% 93.70% -0.57% 

消防车 535,351,723.72 93,771,462.24 17.52% 84.33% 57.65% -2.96% 

智能电源 197,956,642.25 39,207,244.48 19.81% -12.40% -50.07% -14.94% 

自动集成控制

系统 
206,340,833.06 96,852,461.53 46.94% -17.13% -1.64% 7.40% 

其他 24,841,883.71 7,178,470.96 28.90% 3.04% -0.12%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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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在2018年6月15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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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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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后，公司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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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规定和要求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审议程序  

2019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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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12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上述通知的规定及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编制2018年度报表时，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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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并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1,348,737,882.21

元；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

1,044,884,069.93元； 

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508,522,743.84元；资

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427,792,018.32元。 

将“应收利息”与“应收股利”并入“其

他应收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末列示金额49,425,072.63元；合并资

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初列示金额47,743,582.04元； 

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末列示金额169,406,886.54元；资产负债表

“其他应收款”期初列示金额145,194,514.30元。 

将“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期末列示金额401,527,463.04元；合并资产

负债表“固定资产”期初列示金额419,199,694.69元； 

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期末列示金额157,010,079.63元；资产负债表“固

定资产”期初列示金额168,316,337.93元。 

将“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期末列示金额46,696,808.98元；合并资产

负债表“在建工程”期初列示金额2,863,717.94元； 

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期末列示金额2,087,269.16元；资产负债表“在

建工程”期初列示金额0.00元。 

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用

不再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 

增加合并利润表2018年度“研发费用”93,943,233.07元，减少合并利润

表2018年度“管理费用”93,943,233.07元；增加合并利润表2017年度“研

发费用”73,205,611.46元，减少合并利润表2017年度“管理费用”

73,205,611.46元； 

增加利润表2018年度“研发费用”42,380,488.08元，减少利润表2018年

度“管理费用”42,380,488.08元；增加利润表2017年度“研发费用”

27,542,570.91元，减少利润表2017年度“管理费用”27,542,570.91元。 

将“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合并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758,086,543.28

元；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455,704,500.54

元； 

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266,378,525.93元；资

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190,043,905.21元。 

将“应付利息”与“应付股利”合并至

“其他应付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末列示金额19,330,039.23元；合并资

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初列示金额12,171,831.68元； 

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末列示金额23,332,084.83元；资产负债表

“其他应付款”期初列示金额15,641,596.60元。 

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

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合并利润表2018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额39,752,731.69元、“利

息收入”1,307,678.15元；合并利润表2017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

金额25,951,663.25元、“利息收入”3,149,170.02元； 

利润表2018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额19,702,199.57元、“利息收

入”760,372.66元；利润表2017年度列示“其中：利息费用”金额

9,460,874.04元、“利息收入”2,288,135.19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项目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会计数据追溯调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

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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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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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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处置子公司 

1.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 

置价款（元） 

股权处置比

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

时点的确定

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

并财务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

净资产份额的差额（元） 

深圳连硕三悠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 

1,366,800.00 51.00 股权转让 2018-5-31 工商登记信

息变更 

1,483,359.92 

（二）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注销子公司 

本期对连硕科技子公司深圳连硕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期末深圳连硕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内。 

（2）新设子公司 

本公司本期通过设立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名称 期末净资产（元） 本期净利润（元） 说明 

陕西海伦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50 -100.50 注1 

深圳市孺子牛创新发展研究院 1,215,804.60 -889,605.40 注2 

注1：本期公司设立陕西海伦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海伦哲”），陕西海伦哲成立于2018年11月22

日，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沣东新城分局批准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11105MA6TWNQ74Q，注册资本510万元人民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股东未实缴注册资本。 

注2： 经深圳市海伦哲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批准深圳市海伦哲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作

为举办者成立深圳市孺子牛创新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孺子牛”）。孺子牛成立于2018年10月9日，经深圳市民政局核准，

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300MJL191879Y，社会组织类型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截至2018

年12月31日，股东实缴出资160.0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为100.00%。 

（三）其他 

被收购资产名称 取得时点 取得成本（元） 取得比例

(%) 

股权取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东莞金迅发制品有

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90,000,000.00 100.00 现金 2018年11月1日 被购买方的资产控

制权交接给购买方

的日期 

注：根据2018年7月2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股权的对外投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持有的东莞金迅发制品有限公司100%股

权，东莞金迅发制品有限公司持有一幅用于出租的土地及附着的房屋建筑物，公司管理层认为上述不构成业务收购，将该收

购视为资产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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