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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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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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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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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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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川智能 股票代码 3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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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锦荣 马国鑫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委会龙展路 3

号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委会龙展路 3

号 

传真 0757-22393561 0757-22393561 

电话 0757-22393588 0757-22393588 

电子信箱 hdmcw@highdream.net hdmcw@highdream.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自动衡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智能组合秤、失重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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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配套设备等。公司是国内最早进行智能组合秤研发生产的企业，从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市场销售、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到售后服务的系统配套提供解决方案。公司的产品广

泛用于食品、塑料、化工行业的称重、供料、配料等工序的动态计量。 

2、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采取“订单装配式”的生产模式。计划部根据订单及销售预测，参考库

存数量、在制品数量等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销售部、计划部等部门进行产销沟通，就前

期订单预估与实际达成情况、本期订单预估情况等进行分析，计划部综合产销交流的相关情

况制定并下达生产任务，生产部接收后组织生产。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随着产业升级、人力成本增加，以及面对个性化需求时代来临的挑战等，导致相关制造

企业迫切需要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单位成本，促进制造装备的进口替代与人工替代需求明显

增加，部分企业的产品称重、包装及配料等工序将更多地通过自动衡器等设备完成，形成自

动衡器替代人工的趋势。公司专注发展高端智能衡器制造，受惠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和行

业市场需求的增长，有望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十分广阔的市场空间。 

公司在智能称重领域的全面开拓，进一步增强了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快速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4、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情况 

目前,智能机器制造是制造业升级的最优方向，而近年来我国智能制造行业也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趋势。随着各项智能制造产业政策逐步落实，各界已形成共识，智能机器制造在未来

制造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将更加重要，是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除了带动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外，还将创造新一轮产业机遇。 

（2）周期性特点 

公司的下游行业领域广泛，除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以外，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重

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发展最成熟，目前主要应用于食品加工和塑料行业，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

较小，由于本行业与下游行业具有高度的联动性，所以本行业也没有非常明显的周期性。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为客户提供散装物料动态组合称重和连续自动计量混合供配

料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在智能组合秤领域，公司的主要产品如“防水微机组合秤”、

“高精度微机组合秤”等通过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鉴定，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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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英文商标“HDM”获省工商局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公司三层智能组合秤实现量

产并销售，打破了国外企业对三层智能组合秤的垄断，是国内少数几家拥有三层智能组合秤

相关技术、生产工艺及配套生产规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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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75,803,898.28 162,061,899.40 8.48% 150,601,00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351,971.81 46,640,869.12 -4.91% 38,146,03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063,971.83 40,354,891.19 -3.20% 35,854,884.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474,591.76 20,537,948.29 140.89% 44,020,81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3 -4.65%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3 -4.65% 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0% 10.66% -1.16% 15.2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517,530,870.94 495,095,588.40 4.53% 457,057,46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8,359,604.62 455,551,479.14 5.01% 421,876,653.9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620,374.49 41,858,816.28 43,793,076.28 58,531,63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23,003.04 11,319,882.20 14,122,430.37 13,286,65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40,093.71 10,485,470.78 11,969,267.07 11,769,14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8,965.73 10,454,674.97 17,761,396.51 24,257,4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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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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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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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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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锦康 境内自然人 43.30% 46,761,300 46,761,300   

郑贻端 境内自然人 8.66% 9,355,500 9,355,500   

梁俊 境内自然人 6.81% 7,354,800 5,516,100   

郑雪芬 境内自然人 4.67% 5,038,200 5,038,200 质押 1,470,000 

吴桂芳 境内自然人 4.67% 5,038,200 5,038,200   

刘晓军 境内自然人 0.74% 800,000 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0.49% 530,000 0   

靖涛 境内自然人 0.40% 429,650 0   

刘天舒 境内自然人 0.38% 405,500 0   

朱惠娟 境内自然人 0.34% 362,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郑锦康先生，公司股东中郑贻端为郑锦康的堂弟，郑雪芬为郑锦康的妹妹，
吴桂芳为郑锦康的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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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

性因素将全球经济拖入了同步放缓境地，不少经济指标甚至创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

低，全球经济微弱复苏的步伐更显沉重。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

长6.10%，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持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源，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增强；经济结构持

续优化，发展协调性稳步提高；全面开放力度加大，对外经贸逆势增长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坚持战略规划对经营管理工作的引领作用，围绕年度发

展战略和全年经营目标，稳步推进计量设备业务和检测设备业务两大板块业务的同时，加快

内部结构调整步伐，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发挥自主创新优势做好全面的前沿技术储备，

并着力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储备的转化应用，增强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产业

生态价值增长，为公司健康、高速、持续发展蓄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580.39万元，实现营业利润5,032.2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5,067.17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35.20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906.4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助推公司长远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上年度经营业绩及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同时，公司根据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了相

应期权行权价格及数量，并对报告期内符合行权条件的24名激励对象的67.20万份股票期权予

以行权；此举有利于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

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2、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回报股东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电话和深交所互动易平台等多种方

式积极解答投资者提问，积极参与广东上市公司辖区及广东上市公司协会组织的投资者集体

接待日活动，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增进投资者与公司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努力建设稳

定、和谐的投资者关系。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认真执行现金分红方案，积极回报股东。2019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年6月，公司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元（含税），

总计派发现金红利2,160万元，现金分红金额为当年度净利润的46.31%。同时，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08,000,000股。 

3、持续加强研发能力，探索新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在原工业称重计量设备的基础上，推出商用互联网计价秤，以期实现商

用秤与金融机构数据对接、交换，通过金融机构清算平台，将互联网移动支付与称重计量有

机结合，新产品的推出是公司产品由工业智能计量称重领域向商用领域的拓展，将进一步巩

固和提升公司的产品优势，丰富公司产品线类型，增强公司的技术创新和核心竞争力，为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此举亦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板块的内生式发展，挖掘新的利润增

长点。 

4、募投项目效益凸显，业绩增长得到保障 

报告期内，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将公司募投项目的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性资

金，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其中1.03亿元用于募投项目“2层智能组合秤及失重秤扩产项目”，有助于公司内生式发

展需求及产能的逐步释放。截止报告期末，累积实现效益3,557.61万元，报告期内，募投业绩

符合预期，未来将不断释放新增产能，不断推动公司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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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量设备 141,251,880.87 40,431,882.49 58.13% 6.47% -8.59% 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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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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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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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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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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锦康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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