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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7                                证券简称：拓斯达                  公告编号：2018-069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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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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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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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斯达 股票代码 3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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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海 傅荣庭 

办公地址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朗村长塘路 3 号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朗村长塘路 3 号 

电话 0769-82893316 0769-82893316 

电子信箱 topstar@topstarltd.com topstar@topstarltd.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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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3,118,870.95 318,717,664.52 6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725,384.66 54,682,285.75 4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2,389,866.20 52,083,932.24 3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300,997.85 -41,500,967.13 0.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82 0.820 -28.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82 0.820 -28.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0% 9.68%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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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29,110,779.94 1,164,663,524.32 3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5,794,469.39 765,031,279.01 6.6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4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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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丰礼 境内自然人 40.37% 52,664,460 52,235,460 质押 20,636,831 

杨双保 境内自然人 8.00% 10,440,420 8,055,315   

黄代波 境内自然人 6.38% 8,320,860 6,240,645 质押 650,000 

东莞达晨股权投

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2% 6,551,100 6,551,100   

福建兴证战略创

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国有法人 3.90% 5,086,799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三组合 
其他 3.14% 4,094,582 0   

朱海 境内自然人 2.34% 3,051,120 0   

东莞市三正金融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1,956,523 0   

深圳市达晨创丰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1,953,143 0   

倪张根 境内自然人 1.38% 1,8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丰礼系东莞达晨投资普通合伙人，且与达晨投资有限合伙

人吴丰义系兄弟关系，与达晨投资有限合伙人罗小敏系表兄弟关系，与达晨投资有限合

伙人吴秋丰、吴雪峰系堂兄弟关系；公司股东杨双保系达晨投资有限合伙人郑伟之姐夫；

达晨投资有限合伙人吴盛丰、吴云风系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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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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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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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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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趋紧的背景下，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锐意进取，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始终坚持以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与服务为己任，报告期内已取得积极成效，公司经

营业绩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为股东创造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1、主要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311.89万元，同比增长64.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72.54万元，同比增长40.31%；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130.10万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52,911.08万元，比上年末增长31.29%；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81,579.45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6.64%。 

2、营销方面 

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各主营业务营收均保持持续上升态势。2018年上半年，机器人（机械手）事业部、自动化事业部、

绿能事业部、辅机事业部都保持健康发展势头，其中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业务实现收入27,912.10万元，占总营收的

53.36%,同比增长50.02%；注塑机配套设备及自动供料系统、智能能源及环境管理系统业务两大主营业务模块也都保持持续

增长态势，其中注塑机配套设备及自动供料系统业务实现收入9,864.37万元，占总营收的18.86%，同比增长7.08%；智能能

源及环境管理系统业务实现收入13,160.35万元,占总营收的25.16%,同比增长301.10%。 

3、技术研发方面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拓斯达机器人研究院着力于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持续集中投入研发，在

产品和技术上均取得一定突破。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投入2,785.93万元，比上年度增长60.65%，占营业收入比重5.33%。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已获得授权专利123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另有处于实审阶段的发明专利21项；各类软件著作权

23项；同时，2018年公司进一步加强了专利和软件著作的申请力度，累计申请与软件相关的各类知识产权达38项（专利34

项，软件著作权4项）。报告期内，公司共实施机器人控制系统技术研究项目、多关节机器人本体研发、“基于智能型五轴伺

服机械手的全自动注塑示范生产线项目”、“一种模温机高性能控制技术”等研究开发项目，研发项目主要为机器人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的研究及产业化，涵盖3C、汽配、家电、光电、新能源等行业的应用技术的研发。 

4、生产管理方面 

进一步提升生产管理水平，促使效能不断提升。生产是贯穿原材料加工到成品出货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根据公司精细

化管理要求，积极完善生产体系标准化工艺流程，加强绩效考核，实施精益生产，从管理、指挥、调度、协调等多方全面地

优化生产管理体系，大大提高产品质量和产能、生产效率，助推公司2018年上半年业绩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 

5、公司治理方面 

加强内部管理，持续优化人才队伍。公司管理团队保持了人员稳定，不断强化内控建设、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形成了有

效的约束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公司推行有效的人才优化管理体制和激励考核制度，持续引入高层次人才，依托拓斯达商学

院作为内训机构，加强管理、研发、营销、生产等中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企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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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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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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