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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6                           证券简称：三丰智能                           公告编号：2019-040 

三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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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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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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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9516915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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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丰智能 股票代码 30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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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蓉 尹秀华 

办公地址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山工业新区鹏程

大道 98 号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山工业新区鹏程

大道 98 号 

电话 0714-6399669 0714-6399668 

电子信箱 zr_2012_10_17@163.com sfgfzxh@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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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849,874.83 491,969,997.04 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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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217,802.83 41,578,964.04 22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22,683,895.29 30,300,933.77 304.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403,995.84 81,954,386.52 -205.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65 0.0542 225.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65 0.0542 225.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9% 1.6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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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703,690.66 5,031,666,129.85 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09,649,154.65 3,513,606,537.87 5.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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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汉平 境内自然人 27.17% 208,465,933 156,349,449 质押 147,853,998 

陈巍 境内自然人 14.03% 107,675,970 87,935,376   

朱汉梅 境内自然人 10.39% 79,685,796 59,764,346 质押 25,200,000 

朱喆 境内自然人 4.69% 35,978,835 35,978,835   

上海鑫迅浦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3.74% 28,713,591 28,713,591   

武汉睿福德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2.76% 21,164,020    

中意资管－招商

银行－中意资产

－招商银行－定

增精选72号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2.07% 15,873,015    

中意资管－招商

银行－中意资产

－招商银行－定

增精选74号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2.07% 15,873,015    

朱汉敏 境内自然人 2.00% 15,353,632 11,515,224   

陈绮璋 境内自然人 1.63% 12,482,655 9,361,9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朱汉梅为朱汉平的妹妹；朱汉敏为朱汉平的弟弟；朱喆为朱汉平的儿子；陈绮璋为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陈公岑为陈巍的儿子，上海鑫迅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陈巍、

陈公岑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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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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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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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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虽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但国内经济总体保持平稳态势，国内制造业

增速放缓，但高端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保持加速增长，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外部环境对于公司发展而言，既有机遇也存

挑战，管理层围绕公司战略目标，抓住中国工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期，积极迎接挑战，经营效益继

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884.99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98.97%，以智能焊装生产线设备销售为

主；营业利润15622.6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15.8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621.78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27.61%。

报告期内，三丰智能立足汽车工业，依托技术与产线优势，积极拓展多行业市场应用，智能焊装和智能输送及物流自动化业

务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智能工厂系统解决方案设备提供与服务战略稳步推进。公司围绕总体发展规划和

2019年面临的新形势，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各项工作有序实施，本报告期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发挥多核资源整合 提升多领域市场实力 

面对近年来国内外市场环境复杂严峻的局面，上市公司充分发挥各子公司原有市场及品牌优势，挖掘客户价值，抢占市

场、产品、技术、客户的多种先机。上半年，鑫燕隆与上市公司旗下企业之间在技术研发、市场营销、人才交流、资源共享

等各方面均实现了良好的协同和发展，双方在销售领域互补的态势显得最为明显。公司焊装自动化系统集成业务都是非标定

制化的周期项目，鑫燕隆在资源整合、行业协同和资金规模上具有核心竞争力，国内汽车行业发展的长期景气度可以确定，

从汽车保有数量与质量分析，目前仅处于欧美发达国家汽车工业中期，短期行业景气度的结构化调整，对于业内第一梯队公

司如鑫燕隆和大连奥托等自动化装备实力领先集成商而言，头部公司订单聚集能力不断增强。短期国内汽车行业处于洗牌期，

ABB、柯马等国外公司市场份额正逐步被国内优秀企业替代，技术与协同实力差的企业也将不断淘汰出局，企业数量大幅降

低，鑫燕隆作为焊装自动化细分行业龙头，市场优质客户订单量增幅每年不低于20%，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充分享受新一

轮自动化景气周期；同时上市公司自动化输送系统装备、AGV机器人和自动化立体仓库等智慧物流业务，通过与鑫燕隆市场

协同，共享受众市场渠道和项目管理平台，客户市场得到进一步优化拓展，自动化输送与智慧物流业务上半年市场订单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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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最好成绩。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在手销售订单（含税）总额33.36亿元，上市公司综合实力不断得到提升。与此同时，

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三丰智能跨行业的趋势已经逐渐显现，利用上市公司先进成熟的自动化产业链，积极拓展其它行业

的自动化系统集成业务已经成为发展的一部分。 

    2、技术创新做行业领先，模式变革助裂变成长  

智能制造时代大潮势不可挡，公司顺应国家自主创新战略要求，通过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开创良性发展通道。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国内外市场的短期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加，国内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和盈利

压力，降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而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是解决此问题的有力举措，因此企业期望

通过投资数字化工厂或智能制造车间、对现有的生产模式进行升级改造。目前来看，企业自主投资的智能制造项目数量已超

过国家智能制造专项，国家专项的引导模式已不是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唯一引擎。随着国家智能制造专项都在大量落地，重

点领域的示范项目趋于成熟，对各行业、各企业产生了更加积极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智能制造项目未来将会大量启动。2019

年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市场规模将超过300亿人民币，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对于我们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

应商和自动化产品的供应商来说，积极把握市场机会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订单和更好的良性发展。  

基于传感器、软件、数字网络和新一代通信技术打造面向未来的数字工厂，成为越来越多行业和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方

向与目标。依托上市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生产能力及工程实施和服务能力，利用公司机器人焊装自动化和智慧物流系统产

线优势，充分发挥公司自身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以及与鑫燕隆发挥协同效应，将创新与市场需求无

缝对接，积极推动公司优质大客户拓展战略，结合新能源车企和一般工业客户突出增量，优化产品结构，完善产品序列、实

现产品升级。机器人不是静止的产品，而是动态的产品，机器人本身需要一个链、应用场景以及工程技术解决方案。劳动力

成本高涨叠加降本增效需求，这是我们技术创新研发发展的侧重点。公司在柔性制造、人机协作、人工智能等加持下，将机

器人和自动化技术成为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载体，延伸产品服务、增强核心竞争力，确保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未来的发展。 

    3、利用先进管理手段，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在公司战略管理层面，为适应“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的定位，公司完成了名称变更，由“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三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的公司名称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能够更好地落实战略规划和适应公司发展需要。 

在人力资源管理层面，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激励的范围覆盖了上市公司及子公司的核心员工。股权激

励计划的实施，进一步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也更有利于保持团队的稳定性。同时，公司还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对员工考核

和经营目标的管理，将考核结果与薪酬待遇、岗位调整、培训开发等挂钩，形成更灵活的竞争性的选人、用人机制，让真正

的人才更容易脱颖而出。 

在业务管理和成本控制层面，公司继续深化推行“阿米巴”管理模式，首先在集团公司试行，更多的业务单元开展了独

立核算。试行以来，多方面表现出积极效果。员工主人翁意识更强，单元内的每位员工都开始关心成本，部门负责人更全面

的关注和参与经营，部门效益有明显改观，团队的精神面貌也更加积极。公司将继续总结经验，并适时向全公司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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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

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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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

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1）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

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

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分类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

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和期初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

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8年12月31日

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19年1月1日余

额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60,000,000.00 60,000,000.00 

应收账款 450,861,562.87 -62,677.98 450,798,884.89 

其他应收款 41,856,222.97 -23,741.79 41,832,481.18 

其他流动资产 60,000,000.00 -60,000,0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785,864.62 58,515.65 19,844,380.27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28,822,466.78 -74,236.56 28,748,230.22 

未分配利润 456,092,920.59 9,804.11 456,102,724.70 

少数股东权益 33,052,204.32 36,528.33 33,088,732.65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8年12月31

日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2019年1月1日

余额 

资产：    

应收账款 171,375,453.76 -850,801.83 170,524,651.93 

其他应收款 121,771,167.85 -22,569.49 121,748,598.3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940,107.49 131,005.70 12,071,113.19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27,508,604.19 -74,236.56 27,434,367.63 

未分配利润 190,212,230.69 -668,129.06 189,544,101.63 

（2）执行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

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公司相应

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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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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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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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