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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2020-050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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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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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轮智能 股票代码 00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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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豪 许玲玲 

办公地址 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 5 号路中段 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 5 号路中段 

电话 0663-3271838 0663-3271838 

电子信箱 greatoo-dm@greatoo.com xulingling@great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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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294,113.95 645,343,116.86 -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76,661.46 7,504,439.62 -4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92,774.05 1,135,893.03 -72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7,628.13 195,614,589.71 -99.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8 0.0034 -4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8 0.0034 -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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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3% 0.2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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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1,019,620.15 5,747,755,872.15 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72,869,913.26 3,070,692,791.6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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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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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潮忠 境内自然人 18.18% 399,740,587 299,805,440 质押 199,704,999 

洪惠平 境内自然人 7.08% 155,723,000 0   

郑明略 境内自然人 4.92% 108,225,078 0 质押 43,510,000 

谢士臣 境内自然人 0.51% 11,190,088 0   

岳海军 境内自然人 0.22% 4,936,100 0   

李丽璇 境内自然人 0.20% 4,382,061 3,286,546   

林瑞波 境内自然人 0.19% 4,265,061 3,198,796   

洪抗波 境内自然人 0.19% 4,235,000 0   

邵平 境内自然人 0.19% 4,200,1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18% 4,016,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第一、二、三、六、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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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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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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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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贸易疲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对我国经济

社会的正常运作产生重大影响，也对各个行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3月份以来，在党中

央、国务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部署下，政府部门及时出台减税降费、

助企扶企、稳定就业等政策措施，企业积极抗击疫情、加快复工复产。特别是进入第二季度

后，生产经营秩序基本恢复正常，行业经济运行指标明显趋稳。公司秉承“一家人、一条心、

一股劲、一个目标，共建幸福巨轮”的理念，依靠全体巨轮人上下一心，协力坚守，努力减少

疫情的巨大冲击，实现经营活动总体保持稳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029.41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0.0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7.67万元，同比下降47.01%；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6.76万元，同比下降99.76%。报告期末总资产593,101.96万元，较年

初增长3.1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307,286.99万元，较年初增长0.0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好如下工作： 

（1）发挥智能优势，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设计“巨轮智能疫情防控监测平台”实施员工动态网格化管理，跟踪每

位员工的健康状况；积极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工作效率，改善现场作业环境；采取“机

器换人”策略，在组织员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挥自动化生产线等智能装备、

智能机器人的作用，利用自身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成功研发并应用了电极自动化生产、花

纹块自动化生产、侧板自动化生产线、滑块自动化生产及立体仓库等成套智能装备，实现少

人化生产制造。公司密切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动态以及客户复工复产情况，加强与客户的

联系沟通；定时联系客户，巩固客户关系，维护好现有订单，并积极挖掘潜在的客户群；同
时积极寻找防疫物资优质供应商，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与客户互助合作，增强客户对公

司的信任感。公司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顺利复工复产。 

 

（2）集中研发力量，完成“智能自识别口罩全自动化生产线”。 

报告期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期，国内对口罩供需严重失衡，为响应国

家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号召，公司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公司

利用在智能装备和精密加工上的技术积淀，通过发挥技术研发能力和高端制造装备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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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研制了智能自识别口罩全自动化生产线（平面成人型、平面儿童型）、智能KN95口罩全

自动化生产线等系列产品，协助口罩厂扩大产能，支援国内口罩制造企业，并出口欧洲等国

家。上述两个项目还通过了由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组织召开的新产品鉴定，评价为项目成果

总体技术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报告期内，公司自动化口罩线顺利通过CE认证，是目前国内

为数不多获得权威机构CE认证的设备厂家。公司还入选“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

单。 

 
（3）坚持创新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致力于高端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公司的科技项目

“高质高效医疗防护制品制造装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和“全自动口罩智能生产线研制与

产业化”分别获得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科技奖和广东省机械工业科技奖评委会颁发的“医疗防

护制品制造装备2020抗疫专项科技奖特等奖和一等奖”；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巨轮（广州）机

器人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研发的科技项目“基于混合增强智能的平行智能理论研究及验证”项

目列入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主要研究内容是平行视觉模具智能检测系统；公司轮

胎模具事业部3D打印贴花全钢模具技术取得突破；公司橡胶机械事业部完成65″硫化机全新机
型设计方案和半钢液压硫化机模块化新产品设计投产；公司机器人事业部完成国产高精密数

控龙门电火花机床850C的研发和制造，并已交付客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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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公司按照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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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255,393,464.28 68,338,788.96 -187,054,675.32 

合同负债  187,054,675.32 187,054,675.32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152,174,713.68  -152,174,713.68 

合同负债  152,174,713.68 152,174,7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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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合并报表范围减少1家子公司，原因是公司年初对外全部转让所持有的原控股

子公司上海理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股权。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潮忠 

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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