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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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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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 2020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拟以公司总股本

99,027,67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60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25,747,194.2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 股，合计转增

39,611,068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138,638,738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如在董事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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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公司不

送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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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嘉和 60366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少劼 杨赟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57号

楚翘城1号楼 

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57号

楚翘城1号楼 

电话 025-58520952 025-58520952 

电子信箱 info@yijiahe.com info@yijiah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集中于电力行业特种机器人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近年以来，

公司在立足电力巡检机器人的基础上，积极投入研发资源挑战作业机器人产品，与巡检机器人观

察、记录、计算和数据反馈的功能相比，作业类机器人要求机器人具备和环境进行交互的能力，

可以针对目标及相关数据进行运动控制建模，并完成操作任务。作业类机器人的研制使公司核心

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并在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化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巡检类机器人、带电作业机器人、室内巡检操作机器人、消防机器人等

产品，具体如下： 

1、室外巡检机器人 

公司自主研发的室外巡检机器人 E100 主要应用于电力变电站，具备高防护等级、强电磁兼容

能力，能够适应复杂的室外环境，可全自主运行，实时自适应地图构建，实现高精度定位与导航，

支持高精度高分辨率相机，并可自主采集数据、避障、充电等，替代人工实现远程巡检。该产品

具备专家库，可与国网 PMS 系统直接连接，实现远程任务管理、数据再现等功能。 

2018 年下半年，公司又另行研发推出了小型化室外巡检机器人产品 E300，采用了更先进的

3D 定位与构图技术以及更灵活的云台技术，激光数据传输性能大幅度提升，产品体积、重量大幅

缩减，有效延长了机器人续航时间，提升了运维效率。 



 

E100 

 

E300 

室外巡检机器人除应用于电力行业外，其技术及产品还可广泛于石油、化工、安防、物流等

多个领域。 

2、室内巡检机器人 

公司自主研发的室内巡检机器人 A200 主要应用于电力配电站，采用模块化设计，并搭载可

见光相机、红外相机和局放传感器，可同时完成红外、局放及表计识别等带电检测任务，全面替

代人工实现远程例行巡查，或是在事故和特殊情况下实现特巡和定制性巡检。 

2018 年，公司在 A200 的基础上，又另行研发推出了小型化室内巡检机器人产品 SA200，该

产品机身更加小巧、轻便，现场安装施工难度更低，产品维护更加便捷，并且配置了人脸识别及

温湿度检测功能，进一步提升了站所安全管制水平和立体式温湿度检测能力。 

2019 年，公司又研发推出室内轮式巡检机器人产品 SI100，相较于前述两款挂轨式巡检机器

人，该产品无需搭建运行轨道，可实时自适应地图构建并自主行走，具备图像识别、局放检测、

红外测温、噪声检测和 SF6 气体检测等核心功能，并可自主采集数据、避障、充电等，替代人工



实现远程巡检。 

 

A200 

 

SA200 

 

SI100 

3、室外带电作业机器人 

公司室外带电作业机器人 Z100 应用于 10kV 高压线，通过双臂协同操作，搭载自主控制算法，



实现感知、决策、执行全自主，可在不停电状态下实施支线线路的引线搭接任务，代替人工完成

高压线的剥线、穿线、搭线、紧固线夹等复杂带电作业工作，解决高空、高压、强电磁辐射、危

险机械性伤害、高空作业坠落、触电、电灼伤亡等高危险性的带电作业问题。 

室外带电作业机器人的推广应用，能够保障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提高作业的效率和精度，

减少停电事故及次数，提升供电可靠性。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产品迭代升级，不断提升产品高精度定位能力、高防护等级、强电

磁兼容能力等性能，满足多种作业业务种类需求。2019 年年底，公司与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三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国网瑞嘉（天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开展带电作业

机器人的研发、制造、应用和技术服务，更加深入地拓展带电作业机器人业务，加快实现带电作

业机器人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4、隧道巡检机器人 

公司自主研发的隧道巡检机器人可广泛运用于市政、电力、通信等地下大型管廊。产品采用

轨道移动方式，搭载高清摄像机、红外热成像仪、拾音器等设备，用于实现管廊内设备的运行数

据实时采集、信息实时传输、智能分析预警与快速决策反馈等管控，从而完成对隧道内环境、设

备、道路的全天候自主巡检，为城市地下隧道安全运行提供保障。2016 年公司第一代隧道机器人

作为试点产品首次投入使用，2018 年公司推出新一代隧道机器人产品。 

另外，公司于 2018 年下半年研发推出隧道智能灭火机器人产品，可与隧道巡检机器人联动，

共享信息，通过系统发送的任务指令，快速到达火源现场，准确定位火源点，投放干粉，实现应

急灭火处理。 



 

自左至右：隧道智能灭火机器人、隧道巡检机器人 

5、消防灭火机器人 

公司消防灭火机器人，能够代替消防救援人员进入易燃易爆、有毒、缺氧、浓烟等危险灾害

事故现场进行火场侦查、化学危险品探测、灭火、冷却等作业，保障消防员的安全，提升抢险救

灾的能力。 

 

6、室内巡检操作机器人 

公司室内巡检操作机器人 D100，实现了巡检、操作一体化融合，可应用于 10kV 开关室、配

电房等场景，除具备巡检功能外，还可在不停电状态下替代人工完成开关柜的运行、热备用、冷

备用、检修等状态间的切换工作，以及变电柜紧急分闸操作。室内巡检操作机器人的应用，可有

效缓解电力操作运维人员的工作压力，降低人员操作风险，提升电力操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D100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产定采的采购模式。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提高生产效率，公司根据

对订单需求变化的判断，增加了对关键零部件产品的安全备库，以灵活有效地保证货期、满足市

场需求。 

公司原材料采购由采购部门负责，根据销售订单及技术生产部门的需求制定采购计划，按照

采购管理程序进行审批确认后实施执行。公司制定了完整的供应商遴选、评价和考核管理制度。

供应商遴选制度上，明确了供应商入选的条件，除采购部外，制造中心、研发中心等多部门均参

与供应商综合评估。日常供应商管理中，采购部门会牵头产品检测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供应商

情况共同进行业绩评价和考核，建立供应商业绩档案对其进行动态管理。 

2、生产模式 

公司按以销定产的原则来安排生产，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适当增加了安全备库，

以缩短交货时间，提升客户体验，满足客户需求。 

制造中心根据公司订单需求、销售计划、产品库存等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并负责产品的装配

及质量测试，公司生产计划会视订单情况、销售情况、项目实施情况等进行调整，随需应变，保

证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以实现生产效益的最大化。 

3、销售模式 

公司一般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获得项目订单，并直接与客户签订合同。公司设置了营销中心

负责市场拓展、项目投标及合同签订等工作。 

（三）行业情况 



公司目前主要为电力系统提供智能机器人产品及智能化服务，公司业务与智能电网行业高度

相关。 

在“2009 特高压输电技术国际会议”上，国家电网公司提出了“坚强智能电网”概念，智能

电网的概念涵盖了提高电网科技含量、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提高电网供电可靠性、促进资源

优化配置等内容。2010 年，“加强智能电网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电网公司、南方

电网公司先后分别制定了《国家电网智能化规划总报告（修订稿）》、《国家电网 2015-2020 年电网

智能化滚动规划指南》、《南方电网“十三五”智能电网发展规划研究报告》、《南方电网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等发展规划。目前，我国电网建设已经实现大范围覆盖，但离智能电网高可

靠性、高自动化率的目标尚有一定差距，因此，智能电网是我国电网建设持续投入的趋势和方向。 

根据《国家电网智能化规划总报告（修订稿）》，2016-2020 年为智能电网建设第三阶段，电

网规划总投资 1.4 万亿元，其中智能化规划投资 1,750 亿元，占比为 12.5%。若再加上南方电网投

资部分，未来智能电网投资存在较大空间。 

随着国家智能电网战略的推进，电力行业智能机器人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已逐渐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企业进入该市场，但因既有的技术、产品质量、人才、行业资质等方面的壁垒，目前电力

巡检类智能机器人市场总体集中度较高，竞争仍主要集中在公司在内的国内少量企业之间，而在

带电作业机器人领域，公司目前在技术、业务发展等方面上均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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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914,779.32 1,133,467,714.37 37.18 510,908,142.59 

营业收入 723,745,738.81 505,108,743.46 43.29 373,880,19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6,174,606.10 184,032,199.11 39.20 138,993,24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14,511,367.18 163,124,097.09 31.50 124,014,02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202,681,278.73 984,736,170.55 22.13 309,871,57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797,614.93 153,805,095.88 -94.93 24,673,340.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2.6075 2.0568 26.77 1.88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2.6075 2.0568 26.77 1.88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33 28.25 减少4.92个

百分点 

51.41 

注：2017年度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按2018年

期末的股份数进行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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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47,667.89 135,165,641.18 130,751,994.58 353,880,43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5,529,538.90 42,728,134.47 45,808,678.45 132,108,25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7,263,786.06 38,034,582.21 29,446,234.49 119,766,76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922,744.18 -30,446,231.38 30,242,508.32 51,924,0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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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19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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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付云 0 3,129 31.60 3,129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南京瑞蓓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0 1,512 15.27 1,512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南京诗洁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0 630 6.36 63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静 0 560 5.65 56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许春山 0 462 4.67 462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兰新力 0 462 4.67 462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0 367.3191 3.71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

合 

204.1424 204.1424 2.06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二零组合 

80.072 80.072 0.81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赵伟 0 70 0.71 7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邱显东 0 70 0.71 7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程敏 0 70 0.71 7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南京瑞蓓为朱付云实际控制的企业。张静与程

敏为配偶关系。张静为朱付云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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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2,374.5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3.29%；实现利润总额

30,463.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1.43%；实现净利润 25,617.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9.20%；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1,451.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50%。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55,491.48 万元，同比增长 37.18%，净资产为 120,268.13 万元，同比增长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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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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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给予确定。本公司 2019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为

5户，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为 4户。2019 年度合并范围增加 1户。本期合并范围详

见年度报告正文中财务报表“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第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之（1）企业

集团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