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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6                           证券简称：东杰智能                           公告编号：2021-040 

东杰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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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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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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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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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06,25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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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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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杰智能 股票代码 30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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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海 胡晨阳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新兰路 51 号 山西省太原市新兰路 51 号 

传真 0351-3633521 0351-3633521 

电话 0351-3633818 0351-3633818 

电子信箱 sec@omhgroup.com huchenyang@omh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智能成套装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与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类别包括智能物流输送系统、

智能物流仓储系统、智能立体停车系统、智能涂装系统等。公司所处的智能物流成套装备行业属于国家重点支持、鼓励发展

的先进制造领域。智能物流输送系统是以自动化输送线为产品的表现形式，综合了自动化、电气控制、软件管理等技术，在

生产过程中控制物料或产品在指定的方位、时间以指定的速率完成输送，便于物料及产品更加高效、精确地完成加工、装配、

喷涂等生产工序。智能物流仓储系统以立体仓库和配送分拣中心为产品的表现形式，由立体货架、有轨巷道堆垛机、出入库

托盘输送机系统、检测阅读系统、通讯系统、自动控制系统、计算机监控管理等组成，综合了自动化控制、自动输送、场前

自动分拣及场内自动输送，通过货物自动录入、管理和查验货物信息的软件平台，实现仓库内货物的物理运动及信息管理业

务的自动化及智能化。公司拥有目前市场上广泛应用智能停车库的生产资质，公司开发的智能停车系统包括塔式、仓储式、

升降横移式、简易升降式、巷道堆垛式、多层循环式等多种形式的智能立体停车系统。公司智能涂装系统具体产品包括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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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生产线整线、工艺单元及非标设备，并提供智能涂装生产线升级改造服务。公司的智能物流输送系统、智能物流仓储系

统广泛应用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物流仓储、食品饮料、电子商务、化工、烟草、医药、冶金等各个领域。公司

的智能立体停车系统立足于解决城市发展停车难的问题。智能涂装系统核心业务领域在整车车身成型工序中，用于满足生产

新车型、提高产能或者采用新工艺等。公司的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以产定购”，该经营模式亦系行业通常采用的模式，由

于智能成套装备一般为非标产品，必须基于客户不同的工艺需求、投资概算、场地限制等对产品及相应的控制系统进行统筹

设计、制造以及安装调试，同样基于客户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公司需根据定制化订单生产的实际需要进行针对性的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的驱动因素主要有订单及收入、毛利率及费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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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034,515,856.31 736,322,162.11 40.50% 698,104,90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535,460.21 90,520,068.88 14.38% 63,763,32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420,841.67 79,877,852.29 10.70% 59,516,62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13,359.13 12,516,079.73 344.34% 8,914,273.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4 11.76%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4 11.76%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6% 6.78% 0.38% 6.5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986,831,040.80 2,363,767,551.89 26.36% 1,969,722,32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4,893,247.35 1,403,479,728.95 5.80% 1,100,445,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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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00,521.73 255,004,739.54 147,196,032.64 482,714,56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86,007.92 22,585,598.81 19,949,800.88 48,414,05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38,578.00 17,743,537.24 12,787,054.71 48,251,67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44,028.71 -38,924,301.46 96,884,766.42 24,596,9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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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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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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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优先股股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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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卜文 境内自然人 22.64% 61,361,617 1,995,387 质押 28,720,000 

中合盛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合盛汇峰智能 1

号结构化股权

投资私募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44% 22,861,981 7,620,660   

梁燕生 境内自然人 8.25% 22,353,244 2,697,214 质押 7,799,900 

鲁泽珞 境内自然人 3.88% 10,508,345 1,037,054   

王志 境内自然人 3.59% 9,719,647 3,239,882   

陈素梅 境内自然人 2.83% 7,682,100 4,673,900   

深圳菁英时代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1% 5,715,495 1,905,165   

太原祥山投资

管理部（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1% 4,911,850 1,206,283   

何辉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5% 4,460,250 4,460,250   

邬玉英 境外自然人 1.46% 3,944,100 3,944,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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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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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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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34,515,856.3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5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353.55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14.3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842.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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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物流输送系

统 
291,237,711.57 57,389,359.01 19.71% 58.86% 71.56% -11.56% 

智能物流仓储系

统 
394,608,818.77 115,097,245.68 29.17% 26.79% 69.19% 1.00% 

智能涂装生产系

统 
178,310,247.64 76,886,059.61 43.12% -47.36% 41.88%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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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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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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459,383,825.69 -69,435,455.72 389,948,369.97 

存货 433,867,087.16 -133,985,573.43 299,881,513.73 

合同资产  196,721,750.48 196,721,750.4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557,290.62  1,325,064.16  15,882,354.78 

预收款项 236,369,381.32 -236,369,381.32  

合同负债  226,164,310.12 226,164,310.12 

其他流动负债 17,403,187.17 10,205,071.20 27,608,258.37 

未分配利润 346,594,508.07 -5,374,214.51 341,220,293.56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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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中集智能公司 2020-10-20 49,500,000.00 55.00 非同一控制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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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并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中集智能公司 2020-10-20 股权款已支付,董

事会已完成改选,

工商变更已完成 

80,309,788.06 12,208,036.83 

2. 合并成本及商誉 

项  目 中集智能公司 

合并成本  

    现金 49,500,000.00 

合并成本合计 49,50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38,368,303.51 

商誉 11,131,696.49 

3. 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项  目 中集智能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资产 322,628,762.66 298,672,079.77 

    货币资金 20,905,276.41 20,905,276.41 

    应收款项 1,026,756.20 1,026,756.20 

应收票据 47,523,751.45 47,523,751.45 

    应收款项融资 800,000.00 800,000.00 

    预付款项 22,150,268.81 22,150,268.81 

    其他应收款 6,723,595.07 6,723,595.07 

    存货 125,882,009.83 125,882,009.83 

    其他流动资产 1,906,775.05 1,906,775.05 

    长期股权投资 36,776,430.92 34,889,196.73 

    固定资产 32,143,776.79 22,065,282.71 

    无形资产 17,277,280.87 5,286,326.25 

    长期待摊费用 412,841.26 412,841.26 

    其他非流动资产 9,100,000.00 9,100,000.00 

负债 245,907,277.44 242,313,775.01 

    短期借款 48,900,000.00 48,900,000.00 

    应付票据 12,490,910.09 12,490,910.09 

    应付账款 60,903,776.41 60,903,776.41 

合同负债 77,782,000.49 77,782,000.49 

应付职工薪酬 2,025,735.21 2,025,735.21 

    应交税费 1,026,558.31 1,026,558.31 

    其他应付款 24,188,811.13 24,188,811.13 

    其他流动负债 9,782,049.20 9,782,049.20 

    长期借款 5,213,934.17 5,213,934.17 

    递延所得税负债 3,593,502.43  

净资产 76,721,485.22 56,358,304.76 

减：少数股东权益 38,353,181.71 29,125,543.73 

取得的净资产 38,368,303.51 27,232,761.03 

 [注]中集智能公司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确定，并依据开元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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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字〔2020〕395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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