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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9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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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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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奇股份 股票代码 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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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宇星 刘康妮 

办公地址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洛藕路 288 号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洛藕路 288 号 

电话 0510-82720289 0510-82720289 

电子信箱 maeir@jsmiracle.com liukangni@jsmiracle.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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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49,293,087.37 1,642,356,274.56 -1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609,740.30 115,721,032.30 -4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763,811.19 103,887,529.51 -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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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5,527,255.51 -179,396,065.87 2.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1 -48.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1 -48.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 5.67%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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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4,648,639.41 6,038,875,158.07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6,666,806.54 2,089,963,596.88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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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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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兴 境内自然人 16.84% 62,389,317 46,791,987 质押 55,259,999 

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6% 42,465,172 0 质押 41,478,300 

白开军 境内自然人 3.10% 11,479,690 8,609,767 质押 5,000,000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7% 4,710,000 0 冻结 4,710,000 

杨雷 境内自然人 1.25% 4,619,877 3,464,908 质押 9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信托－招信智赢 19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1% 3,753,547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0.86% 3,172,592 0   

常州海坤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2% 3,025,000 0   

王继丽 境内自然人 0.72% 2,666,200 0   

王春燕 境内自然人 0.71% 2,614,12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黄伟兴与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招信智

赢 1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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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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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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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智能装备板块 

以汽车智能装备、智能仓储物流及EPC工程为核心的智能装备业务是公司的立业之本。2019年上半年，随着

国内汽车产业进入平稳发展期，汽车智能装备业务发展随之放缓。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与国际市场经济环境的变

化给公司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面对国内外严峻复杂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公司充分发挥深耕汽车行业多年

的品牌优势，充分挖掘客户价值，紧抓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热潮，抢占新能源汽车装备市场；另一方面，

公司立足于产品、技术、行业资源等优势，积极抢占海外市场。报告期内，公司智能装备业务新签订单8.32亿

元，其中近60%的订单来自于海外市场。同时，智能仓储物流业务通过与汽车智能装备业务市场协同、共享客户

资源，业务发展得到进一步提升，公司仓储物流业务逐步向汽车周边、交通运输、物流等行业拓展。 

2、循环板块 

2019年上半年，废钢市场发展趋于平稳，循环装备业务新签订单相较于上一年同期有所减少，导致循环板

块整体收入与成本均有下降。报告期内，力帝股份基于现有技术和产品优势，整合行业和客户资源，重点拓展

汽车拆解装备业务及垃圾处理环保节能装备业务，深化技术研发并提升工艺水平，以拉动循环装备业务多层次

多方面发展。公司循环产业子公司宁波回收受益于“国三报废潮”，报告期内其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55.16%。 

3、重工装备板块 

公司的重工装备板块以大型风电铸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随着风电行业在全球市场的快速发展，江

苏一汽铸造凭借良好的行业口碑、丰富的市场资源和领先的技术优势，持续与GE能源、西门子歌美飒SGRE、远

景能源、安迅能Acciona、金风科技等国内外大型企业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报告期内，江苏一汽铸造新签

订单5.48亿元。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4,929.31万元，同比下降11.76%，其中智能装备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70,218.02万元，同比上升8.79%，毛利率较同比上升1.13%；循环板块实现销售收入37,239.89万元，同比下降

45.10%，毛利率同比下降4.73%；重工装备板块实现销售收入32,033.18万元，同比上升12.02%，毛利率同比下

降1.50%。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960.97万元，同比下降48.49%，主要是报告期内循环装备订单下滑，

收入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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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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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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的通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本公司自2019年1

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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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本公司

自2019年6月30日按照最新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

【2019】8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根据该准则

的相关规定对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

9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起根据该准则的相关规定对2019

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

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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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变动方式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成立/注销日期 

日本天奇自动化株式会社 新设 100.00% 200 2019年 1月 15日 

无锡金球机械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93.33% 341 2019年 5月 29日 

湖北瑞赛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 85.00% 300 2019年 2月 26日 

湖北天奇力帝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新设 87.75% 1,000.00 2019年 5月 9日 

韶关力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58.00% 200 2019年 3月 26日 

山东力蒂丰旭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新设 56.00% 300 2019年 6月 3日 

吉林力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新设 52.00% 300 2019年 2月 25日 

天津一汽天奇吉融装备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200 2019年 6月 24日 

青岛一汽天奇吉融装备有限公司 新设 100.00% 200 2019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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