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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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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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

利润为人民币 401,781,442.17 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19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

股本 14,888.16 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4,888,16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

红比例为 23.85%，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

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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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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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禾光电 60365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慧丽 郑婷婷 

办公地址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拓

展区方兴大道与玉兰大道交口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

花工业园拓展区方兴大道

与玉兰大道交口 



电话 0551-63751266 0551-68588870 

电子信箱 hhlzq@chinataiho.com zttzq@chinataih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产品为大米、杂粮、果蔬、塑料、矿石等各类用途的智能分选装备和码垛机器人、

AGV、智能化立体仓储等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成套装备、智能包装设备，均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

公司致力于打造为一家集分选、包装、搬运、仓储、装卸为一体的智能园区物流设备综合制造商。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智能检测分选装备 

智能检测分选装备业务是公司目前最主要的经营业务之一，根据分选类别不同，可分为大米、

小麦、玉米、豆类、茶叶、花生、籽仁、坚果、种子、果蔬、中药材、盐、塑料、矿石、物资回

收等小物料、大物料分选装备，应用领域广泛。根据应用的技术可以分为 CCD、近红外、紫外以

及履带机等智能分选装备，公司也在大力开发新用途的产品，积极拓展在果蔬、食品、矿产品等

领域的应用。 

2、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成套装备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成套装备产品包括码垛机器人、自动化立体仓库、AGV 等，产品可与现

有的智能检测分选装备产品配套使用。公司生产的码垛机器人集机械、电子、控制、计算机、传

感器、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先进技术于一体，不但满足码垛作业要求，更能够满足客户日益高速化、

高效化的生产要求，广泛应用于粮油、饲料、食品、化工、酒饮、印刷等行业。公司的 AGV 主要

应用于汽车、医药、食品等行业。 

（二）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根据境内以及境外实际情况的不同，针对智能检测分选装备制定了不同的销售模式。境

内采取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模式，通过建立直销体系和网络，直接掌握客户资源，迅速获取

市场信息，拥有数万级的客户资源；境外采取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通过在境外市场

发展经销商，由境外经销商负责客户的开发与维护，降低营销成本，更快融入当地经济体系，扩

大品牌知名度。同时公司也注重培养优秀的海外营销人才，为公司海外业务发展提供支持。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成套装备业务主要采取直销的销售模式，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开发优质的经销

商，拓展销售渠道，为公司机器人业务的发展提供支撑。 

2、采购模式 



智能检测分选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成套装备生产需要的原材料主要为钢板、电子元件、

传感器、阀体、气动元器件、伺服电机、高精度减速器等，主要原材料市场供应充足，可以满足

公司生产的需求，一般采取“以产定购+合理库存量”的采购模式。同时，公司在采购中注重保持

或者开发同优质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和联系，相关采购工作开展稳定。公司在采购过程中协调计划、

技术和品质部门之间的联系，保障采购工作符合公司生产计划，严格把控各项技术标准，保持品

质至上的经营理念，各项工作有效开展，保障了公司生产工作的需求和发展。 

3、生产模式 

智能检测分选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成套装备业务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即根据客户订单的要求，按照客户提供的产品规格、质量要求和供货时间等信息组织生产，并据

此确定原材料采购计划和生产作业计划。另外，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根据长期生产与销售经验，

结合生产能力和库存状况，对部分标准产品、通用材料提前备货和组装，以缩短供货时间。 

（三）行业情况 

1、智能检测分选装备行业 

智能检测分选装备是集光、机、电、气、磁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产品，可以根据待分选物料的

外在及内在指标差异有效实现异物剔除与品级分类，是保障分选物料安全和品质、提升分选物料

附加值的关键设备。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并依托国内广阔的农产品市场，国产智能分选装备在技术上不断加快创新

步伐：一方面，从光电技术开始、CCD 技术应用等，分选技术已从宏观识别进一步向微观识别发

展，研发出食品内在毒素检查、农药残留检测、重金属检测、添加剂检测、成分在线分析等领域

的设备，更加全面地保障食品安全；另一方面，依托智能云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研究及应用技术进

步，智能检测分选装备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可实时提供在线服务、在线故障诊断、在线运行

监测、在线数据采集、实现算法及时更新优化等在线管理功能，从而降低生产企业的成本。 

经过多年的发展，智能检测分选装备已逐渐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传统应用领域主要集

中在大米、杂粮和茶叶等农产品精加工领域，在农产品产量、食品安全要求、分选品种增多、生

产企业分选要求提升等因素影响下，智能检测分选装备在农产品分选领域预计将保持平稳增长态

势。另外，智能检测分选技术不仅可以用于传统的农产品分选领域，现在还慢慢渗透到工业塑料、

矿石、果蔬、工业在线监测等领域。例如，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外

水果品种越来越多，人们对水果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总体上国内水果中低端产品过剩，高

端产品供给不足，国产水果面临着进口水果的挤压，难以卖到好价格，智能水果检测分选装备可



依据大小、瑕疵、糖度、成熟度、水分等指标对水果进行分级分选，使经过分选的水果更能满足

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促进国产水果更好的市场化销售。 

2、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成套装备行业 

受到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增速下降，但中国作

为工业机器人的最大市场，对标新加坡、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工业机器人密度仍较低，以及

中国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的稳步实施，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

睫，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随着下游制造业复苏

以及 5G 手机换机潮的带动下，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在经历了 2018-2019 年下滑后，自 2019 年 10

月转正，随后增速逐月增加，国内机器人行业有望转暖。 

中国工业机器人下游应用领域主要包括汽车行业、3C、金属加工、化工橡胶与塑料、食品饮

料等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工业机器人取得了部分发展，但是在本体、核心零部件方面国

内的技术有待提升。工业机器人品牌市场份额仍较为分散，在汽车和 3C 等对于精度和稳定性要

求比较高的领域，大部分市场份额都被外资品牌占据，国产工业机器人主要集中在码垛、上下料、

搬运以及金属加工等领域，国产工业机器人需要在焊接、装配与拆卸及喷涂等多个领域实现突破。

公司立足于长远发展，看准智能化园区物流装备领域的发展空间，向领先的智能化园区物流综合

服务商迈进，争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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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984,640.45 1,007,728,227.84 4.79 943,624,092.04 

营业收入 385,162,337.75 407,347,725.36 -5.45 385,149,47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2,418,271.81 80,733,102.48 -22.69 87,459,22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128,950.48 55,635,289.16 -44.05 74,717,16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930,459,183.87 882,387,027.58 5.45 827,697,43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306,866.54 48,576,143.13 -12.91 87,416,696.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54 -22.22 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54 -22.22 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0 9.49 

减少2.59个

百分点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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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85,426.91 83,900,548.87 124,620,828.07 106,955,53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82,631.22 15,973,018.54 31,864,114.15 10,898,50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680,880.85 8,427,368.95 20,044,916.86 1,975,78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327,440.68 5,632,195.03 30,812,945.24 22,189,1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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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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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大红   56,603,232 38.02 56,603,232 质押 13,130,000 
境内自

然人 

葛苏徽   10,037,160 6.74 10,037,160 无   
境内自

然人 

颜天信   9,913,680 6.66 9,913,680 无   
境内自

然人 

唐麟   8,996,400 6.04 8,996,400 质押 2,452,800 
境内自

然人 

浙江正茂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5,468,400 3.67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天津海达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4,656,960 3.13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郭芃   3,173,200 2.13   无   
境内自

然人 

舟山精恒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14,300 2,232,200 1.5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波海达鼎兴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1,488,760 2,109,800 1.42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吴建同 -294,500 1,461,856 0.98   质押 554,50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宁波海达鼎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5%的股权；宁波海达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股设立宁波海

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股比例为 2.96%，宁波海达鼎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托管人，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均为公司股东，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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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5,162,337.75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45%；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62,418,271.8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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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

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

（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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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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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

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收

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的明细项目。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与财会[2019]6 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财会[2019]1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

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3）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

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本准则。 

（4）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

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本准

则。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

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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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合肥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卓海智能 55.00 - 

2 合肥派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派联智能 65.00 - 

3 合肥正远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正远 100.00 - 

4 
TAIHE（INDIA）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PRIVATE LIMITED 

印度泰禾 99.70 0.30 

注：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 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合肥派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派联智能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 合肥正远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正远 设立 



3 
TAIHE（INDIA）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PRIVATE LIMITED 
印度泰禾 设立 

本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的具体情况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