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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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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0年 3月 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20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股利 57,076,800元（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共计转增 53,509,500 股。如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及转增比例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及转增总额。 

本利润分配议案尚需提交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机数控 60318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庄柯杰 赵芹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南湖中路158号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南

湖中路158号 

电话 0510-85390590 0510-85390590 

电子信箱 wxsjzqb@163.com wxsjzqb@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定位于高端智能化装备制造领域，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机床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

技术企业。自 2004 年进入太阳能光伏行业以来，公司长期聚焦于光伏晶硅材料的研究并从事晶硅



专用加工设备的制造，已形成了覆盖开方、截断、磨面、滚圆、倒角、切片等用于光伏硅片生产

的全套产品线，并积极布局蓝宝石、新一代半导体专用设备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在巩固和拓展高端智能化装备制造业务的基础上，在内蒙古包头成立了全资

子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逐步拓展光伏单晶硅生产业务，致力于打造“高端装备+

核心材料”的双轮驱动模式，不断完善公司在太阳能光伏产业链的布局。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在光伏产业链中的具体应用情况如下： 

 
注：灰色部分为公司产品。 

公司生产的高硬脆专用设备以及光伏单晶硅产品涵盖“硅棒”、“硅片”环节，处于太阳能光

伏产业链的上游。 

随着全球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消费剧增，化石资源消耗迅速，在此背景下，可再生能源规模

化利用与常规能源的清洁低碳化将是能源发展的基本趋势，太阳能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发展迅速，目前光伏发电占全球能源消耗总量之比仍很小，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2000

年至今，全球光伏发电市场一直处于持续、快速地发展过程中。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预测，

未来数年全球光伏发电市场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特别是东南亚、南美、非洲等新兴光伏发

电市场。 

同时，太阳能光伏行业有着技术水平提升快的特点。近年来，光伏行业的技术、工艺和装备

水平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产品转换效率大幅提升及生产成本大幅下降。这使得落后产

能的淘汰速度较快，而领先产能则凭借技术和成本优势能够保持较高的产能利用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762,552,098.09 1,746,003,227.49 58.22 870,614,685.56 

营业收入 806,197,720.49 684,124,612.26 17.84 633,025,30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5,313,423.81 200,811,445.90 -7.72 189,371,42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54,836,767.98 197,892,829.72 -21.76 186,974,29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707,530,231.96 1,542,376,808.15 10.71 479,635,95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141,625.82 -3,886,241.90 不适用  96,831,324.7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505 1.5178 -30.79 1.43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0505 1.5178 -30.79 1.43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39 35.88 减少24.49个百分

点 

46.6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0,707,227.30 172,314,400.00 173,323,115.34 339,852,97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2,205,873.85 53,359,896.10 56,289,580.86 33,458,07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5,884,978.70 46,397,797.96 47,021,883.57 25,532,10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000,593.23 4,676,106.92 -33,680,401.41 -12,136,738.1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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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3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50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杨建良 22,212,744 77,744,604 44.07 77,744,604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杭虹 9,702,000 33,957,000 19.25 33,957,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无锡弘元鼎创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1,890,000 6,615,000 3.75 6,615,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赵永明 1,600,000 5,600,000 3.17 5,6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公明 928,000 3,248,000 1.84 3,24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昊 555,256 1,943,396 1.10 1,943,396 无 0 境内自然人 

无锡巨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80,000 1,680,000 0.95 1,68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黄旭文 388,000 388,00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毛灿华 278,354 278,354 0.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50,527 250,527 0.14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杨建良和杭虹系夫妻关系；弘元鼎创系杨建良和杭虹出资设立的

有限合伙企业；杨昊为杨建良、杭虹夫妇的儿子。公司未知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6,197,720.49 元，较上年增加 17.84%；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313,423.81元，较上年下降 7.7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44、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1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1 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新设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

更”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