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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18-71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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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表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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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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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湖北省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电话 0724-7210972 0724-721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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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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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648,009.74 687,667,780.07 7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9,978,841.73 71,323,576.63 20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88,437,492.41 62,027,859.95 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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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54,335.88 30,101,445.41 -162.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15 17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15 17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5% 4.02%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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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5,119,576.27 3,032,300,912.27 6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15,873,287.86 1,880,775,694.35 55.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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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4% 129,932,166 40,558,742 质押 116,27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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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50,753 质押 37,030,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

信托·深诚 7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 16,044,628 0   

*叶兴华 境内自然人 2.53% 13,599,840 13,599,840 质押 6,600,000 

*戴焕超 境内自然人 1.91% 10,281,173 10,281,173 质押 5,500,000 

*冯清华 境内自然人 1.87% 10,042,076 10,042,076 质押 10,04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 10,000,018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8,482,900  质押 7,35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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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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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是一致行动人，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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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与叶兴华为夫妻关系，是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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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述股东名前加*号的是由于报告期末公司在办理限售股解禁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办理解禁登记但实际解禁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2 日，故上表中王伟、叶兴华、戴焕

超、冯清华的限售股数采用解禁后数据。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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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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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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加快资本运作，加强内部管理整合，提升各业务板块的

协作能力，取得了良好成效。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964.80 万元，同比增长 71.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997.88 万元，同比增长 208.4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86,511.96 万元，较期初增长了 60.44%；净资产 291,587.33

万元，较期初增长了 55.04%。 

    公司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完成了对苏州晟成的收购，苏州晟成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公司

以增资和受让股权的方式将持有深圳慧大成的股权比例提升至 51%，并改组其董事会，本报告期内实现了实质控制。经过

上述运作，公司智能装备制造生态圈的打造更趋完善。 

    公司继续完善集团管控模式，本报告期成立了 CEO 管理委员会，委员主要由董事长和各业务板块总经理担任，并使机

构运作常态化，加强了公司内部信息的及时交流共享，加快重大事项的决策速度和内部协作的管理力度，同时也为下一步公

司实施合伙人制度奠定基础。 

    公司加强内部协作力度，特别是在技术研发和集中采购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报告期内分别在苏州和惠州召开了两次技

术研讨会，就公司内部加强技术协作和具体项目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常态机制和工作会议制度，解决了技术人员和知识的共

享和协作；集中采购方面，成立了集采中心，配备了专职人员，对公司总体的采购进行整理并开始与供应商进行沟通，由点

到面逐步实施，降低了采购成本。 

    公司加强内部整合，生态圈效应逐步显现。深圳慧大成为苏州晟成配套研发的视觉检测设备得到客户认可，今后将成为

设备的标准配置，提升了光伏组件自动化的技术水平。武汉璟丰与包装自动化共同研发的数码打印成型线报告期内在国内国

外逐步交付成功，深度合作将继续展开。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新产品研发成果显著。包装自动化智能工厂取得突破并获得客户订单，新型全自动

高速锂电池组封装设备研制成功，第二代槟榔点卤自动生产线速度更快，效果更好，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二代叠瓦组件

排版焊接成型一体机投入应用，提升了产品使用效果。 

    报告期内，铸造分公司开发大众 MQB 平台车型（新宝莱，斯柯达，朗逸，野帝），通过了 PPAP 审核，为下一步能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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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供应打下良好基础。为应对订单的快速增长，公司加强了人员管理，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同时充分利用现有产能，提高产

品交付能力，保证及时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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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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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期发生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18年1月，公司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取得苏州晟成光伏设备有限公

司100%的股权，其中股份支付727,200,000.00元，现金支付80,800,000.00元，合计808,000,000.00元。2018年4月，公司出资

5,000万元以增资方式入股深圳市慧大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深圳市慧大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7.41%的股权，同时支付

9,672.75万元收购深圳市慧聚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深圳市慧大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4.33%股权。在此之

前，公司持有深圳市慧大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31.6%的股权，上述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深圳市慧大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

计51.00%的股权。 

 

 

 

 

      董事长：李 健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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