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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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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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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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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山轻机 股票代码 0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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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杏平 赵大波 

办公地址 湖北省京山市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湖北省京山市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传真 0724-7210972 0724-7210972 

电话 0724-7210972 0724-7210972 

电子信箱 xmsy02@163.com zhaodabo082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和产品 

公司是一家以高端智能自动化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核心主营的科技型企业，

受益于产业升级带来的智能装备行业大发展，以及公司内部的科技创新和协同，公司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目前主营业务方向领域形成了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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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核心业务方向：包装机械自动化装备、光伏组件自动化装备、3C自动化装备。 

在核心智能装备制造业务之外，公司也从事汽车零部件铸造等其他业务，报告期内公司

主要业务和产品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1）包装机械自动化：公司母公司属于纸制品瓦楞包装机械设备行业，主要生产包装自

动化设备，含生产线、传统印刷机、成型线、数码印刷机、配套智能物流系统。 

（2）3C自动化：公司子公司三协精密从事工业自动化智能装备、精密部件、精密组件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核心产品有电池PACK自动线、模块化电池柔性生产线、G3高柔性PACK

生产线及小聚电池高速线等手机电池类自动化设备、食品类自动化设备和其他行业自动化设

备。 

（3）光伏自动化：晟成光伏从事光伏行业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主要产

品有：①组件智能装备：组件流水线、层压机、激光划片机、玻璃上料机、包装线等。同时

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兼容常规、双玻、半片、MBB、叠瓦等不同组件产品；②电池智能装备：

ALD导片机、制绒上下料机、刻蚀上下料机、扩散上下料机、PEVCD上下料机等；③硅片智

能装备：硅片分选仪；④软件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生产管理系统（MES）。同时可为客户

提供智能物流、智能仓储整体解决方案。 

（4）其他-汽车零部件铸造 

主要向汽车整车或汽车配套厂商销售汽车零部件铸造产品。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为大型自动化设备，客户需求会略有差异，属定制化产品，因此主要采用“以

销定产、以产定采”的定制生产模式。公司在签订销售合同后，根据合同和生产状况安排采购

与生产，生产完成后按照客户要求交付验收并提供售后服务。公司目前的经营模式主要系自

动化产品的生产特点所决定的。公司主要针对下游客户的具体要求提供完整的自动化设备和

单台（套）产品。产品具有技术含量高、工艺复杂、智能化程度高等特点，与传统意义上的

标准化产品制造业有较大区别。公司除通用的零部件部分外，客户配置的不同所需模块等亦

有所不同，因此采购、生产、销售均需按照“以销定产、以产定采”的模式运行。虽然公司所

涉及行业应用较多导致产品品种较多，但在电气产品等方面基本相同，公司亦不断加强集团

统一采购以保证产品质量和成本下降；生产方面，设计、加工、安装、调试、交付、服务等

各个环节，均以项目制进行统一安排；销售方面，每个产品均事先有订单，采用的均为直销

模式，代理经销情况较为少见。 

报告期内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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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政策和发展阶段 

智能制造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也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近几年，智能制

造装备产业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从《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智能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到《中国制造2025》再到《智能制造“十三五”

发展规划》的发布，都是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目标，布局规划制造强国的推进路径。在

政策支持下智能制造装备获得了极快的发展并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维持高速增长。据前瞻产

业研究院预测：智能制造装备目前尚处于启动期，未来几年全球智能制造行业将保持10%左

右的年均复合增速。 

(四)行业发展趋势 

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

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耗能、低污染，

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生产制造转向研发设计，扩大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规

模。上述需求对现代制造的工艺制造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

更加注重，生产过程中高精密、高准确性要求提高；另一方面，制造业小订单生产、个性化

生产趋势愈加明显,客户订单品种更多,变化快,需要提高设备的高效率和柔性化。上述制造业

的需求变化使工业自动化生产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 

1、包装自动化 

包装产品主要分为纸包装、金属包装、玻璃包装、塑料包装。其中，以瓦楞纸箱为主要

构成的纸包装产品由于拥有良好的物理机械性、可回收性、印刷适应性、经济实用性和环保

性等优良特性，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加上限塑令政策的刺激及全球快递业的迅猛发展，瓦楞

纸需求增加，行业也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下游行业纸包装市场规模庞大，需求旺盛。纸包装行业在未来几年需求强劲，包

装企业正在整合，行业集中度将逐步提高； 

第二，下游行业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智能制造、“互联网+”已经开始起步，自动化生产

线、数字化车间、现代物流等兴起并形成一定规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互联网+包

装”将产业链各方主体联结至同一平台，为客户提供快速便捷、价廉优质的一体化服务； 

第三，下游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设备集中采购，供应商服务对象更聚焦精准。第四，

随着时代的进步，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推广和应用，客户对机械设备的需求越来越高，智

能化的设备大量替代人工。 

据国际瓦楞纸箱协会ICCA预计：到2021年，亚洲地区瓦楞纸需求量将达到近15亿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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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全球总量的50%，增长趋势较大。北美、欧洲地区需求比较稳定，增长趋势较小。在过

去的8年间，亚洲的增长率达到80%，几乎是北美和欧洲地区的2倍，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

增长率是发达经济体的2倍，未来3年将会延续这一增长态势，预计增长率约为78%。 

2、3C自动化 

劳动力供给减弱、成本大幅上升和劳动力就业意愿的改变是推动国内3C自动化业加快使

用自动化生产设备替代人工的巨大推动力。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消

费电子产品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和消费电子产品的大国，近年来消费电

子行业发展迅速。工信部每年发布的《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电子信息制

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16.8%。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为消费电子制造业自动化设备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光伏自动化 

在全球气候变暖及化石能源日益枯竭的大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日益受到国际社

会的重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光伏发电在很多国家已成为清洁、

低碳、同时具有价格优势的能源形式。不仅在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在中东、南美等地区国家

也快速兴起。在国内，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光伏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为数不多、可以同步参与

国际竞争、并有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一张崭

新名片和推动我国能源变革的重要引擎。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在制造业规模、产业化技术水平、

应用市场拓展、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均位居全球前列。 

    2019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市场预计达到120GW，创历史新高。根据IHS预测，2020年全

球光伏装机量将达到142GW，超过1GW的国家达到43个左右。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

到 2030 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有望达到 1721GW， 到 2050 年将进一步增加至 4670GW，

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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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7,616,726.08 2,248,884,206.10 0.39% 1,536,524,89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525,017.23 143,901,555.62 -459.64% 153,224,48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535,171,900.24 -31,882,248.52 -1,583.26% 133,137,9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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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551,463.06 140,554,081.42 -72.57% 67,480,20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 0.27 -462.96%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 0.27 -462.96%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1% 5.57% -26.28% 8.4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5,010,417,741.08 5,216,123,885.93 -3.94% 3,032,300,91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9,430,449.14 2,821,661,357.37 -19.93% 1,880,775,6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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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411,176.57 582,234,660.64 538,657,204.75 588,313,68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290,599.41 31,385,782.23 12,722,454.88 -659,923,85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386,126.44 27,029,863.75 29,731,284.34 -645,319,174.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969,154.83 1,939,763.22 -13,362,167.99 200,943,0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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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3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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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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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山京源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18% 70,932,166 3,703,706 质押 37,531,295 

京山京源－华

创证券－19 京
源 E1 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96% 59,000,000 0   

祖国良 境内自然人 9.46% 50,914,285 50,914,285   

王伟 境内自然人 7.73% 41,583,721 31,187,791 质押 29,780,000 

天风证券－光
大银行－证券

行业支持民企
发展系列之天

风证券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1% 15,664,628    

叶兴华 境内自然人 2.47% 13,299,840  质押 7,630,000 

湖北京山轻工

机械股份有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 9,25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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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 

京山轻机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8% 8,482,900  质押 7,000,000 

京山县京诚投

资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7% 8,435,858  质押 8,435,858 

#王学峰 境内自然人 1.43% 7,686,0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是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因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将其持有的 5900 万股登记京山京

源－华创证券－19 京源 E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京源－

华创证券－19 京源 E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和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京山京

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京源－华创证券－19 京源 E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和京山轻机控

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2.王伟先生和叶兴华女士原来是夫妻关系，系一致行动人，已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解除一致行

动关系；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王学峰通过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7,686,08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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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作为一家深耕自动化产线

领域的设备制造及解决方案提供商，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公司始终坚持为客户提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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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完善、技术更先进、品质更有保障、价格更合理的产品。充分发挥原有的技术优势，在

保障传统产品市场平稳的前提下，在新客户、新技术、新业务方向上发力。公司的包装自动

化业务和光伏组件自动化业务均实现了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同时其他业务中的汽车零部件

铸造战略客户需求持续增加，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公司主营3C自动化业务的全资子公

司三协精密和主营机器视觉识别的控股子公司慧大成由于市场变化导致的原有客户设备投资

额降低、新开发业务导致的研发投入加大等因素，出现了营业收入的大幅下滑和业绩亏损，

并进而导致形成大额的商誉减值。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58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5.18亿元，本期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5.56亿元。 

2019年度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一）稳步实施战略规划，推进重点项目突破 

1.智能制造板块 

包装自动化方面，各分子公司继续坚定不移的深入推行高端精品战略、国际化战略以及

品牌化战略，主要财务指标，特别是营业收入、净利润超过预期，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

长。 

光伏自动化新增订单大幅增加，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指标。在开发新

产品方面，主要开发了横版型和竖版型叠瓦汇流条焊机、贴胶带机、接线盒焊接机等新设备。

在开拓新市场方面，承接了整个行业内最大的单体项目，即隆基15GW项目。 

3C自动化方面，三协精密调整策略，做出了内部整改，加强项目管理，将重心深入落实

在锂电池PACK线、槟榔生产线和智能物流等项目上，从2019年第四季度开始订单逐步增加。 

2.其他业务 

汽车零部件板块，2019年，在汽车行业整体下滑的不利局面下，销售收入仍实现了7%的

增长。各个项目取得突破。 

（二）加强提升内部协同和组织能力建设 

通过战略研讨和公司实际发展需要，公司对未来发展战略进行了更为聚焦而长远的规划，

在推进技术协同、信息化协同、财务协同、集采协同、国际化协同五大协同的基础上，完善

并制定了六个维度框架，即组织能力建设、技术协同、信息化协同、财务协同、集采协同、

国际化协同，以期形成协同合力，共同推进公司的发展与变革。 

    （三）依托资本平台，围绕公司发展战略，积极开展资本运作 

报告期内，为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维护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推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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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公司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和其他合

法资金等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截至2019年5月21日，公司已使用资金150,016,777.40元，

共回购股份18,098,324股，已实施完毕。 

报告期内，为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提高员工凝聚力和公司竞争

力，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公司决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股份，目前已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完成受让公司回购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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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生产线 1,563,270,098.78 431,935,641.10 27.63% 6.86% 9.77% 0.73% 

铸造产品 370,247,917.61 53,454,573.62 14.44% 7.02% -14.95%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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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58亿元，营业总成本22.22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18亿元，主要是商誉减值本期增加5.56亿元，影响了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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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变更原因及时间 

财政部于2017年先后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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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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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二)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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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等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

则。  

(四)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新金融工具准则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

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

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

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进一步明确。 

5.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

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票，原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2.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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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原分类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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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金融工具原账

面价值和上述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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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新设子公司情况如下，并全部于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子公司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合并期  

秦皇岛晟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本公司子公司苏州

晟成下子公司）  

3,500,000.00  70.00% 2019年3 -12月  

赛力德舒适家（武汉）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子公司

京源国际下子公司）  

2,100,000.00  70.00% 2019年1-12月  

武汉佰致达科技有限公司  16,000,000.00  80.00% 2019年2-12月  

J.S MACHINE EUROPE S.R.L. 11,292,288.84  100.00% 2019年5-12月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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