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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7                                证券简称：拓斯达                      公告编号：2019-040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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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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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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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3044208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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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斯达 股票代码 3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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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先丽 傅荣庭 

办公地址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朗村长塘路 3 号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朗村长塘路 3 号 

传真 0769-85845562 0769-85845562 

电话 0769-82893316 0769-82893316 

电子信箱 topstar@topstarltd.com topstar@topstarlt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以注塑机配套设备业务作为开端，于2009年适时推出了自动供料及水电气系统，为客户提供注塑生产线的整厂自动

供料、水电气供应方案，于2011年起先后向市场成功投放直角坐标机器人、多关节机器人，以及各类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

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基本完成了由单一领域设备制造商向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服务商的成功转变。伴随着新一轮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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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工业革命，公司以“机器换人”浪潮为切入口，立足于工业企业的自动化，围绕现代工厂建设的整厂自动化构建产品体系。 

目前，公司是一家专业为下游制造业客户提供工业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3C、汽车零部件制造、

新能源等行业，并逐渐延伸至整个制造业。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注塑机配套设备及自动供料系统、智能能源及环境管理系统，

具体情况如下： 

1、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 

（1）工业机器人单机 

    工业机器人是20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能模仿人的某些动作和控制功能，并按照可变的预定程序、轨迹及其他要求操

作工具，实现多种操作的自动化机械系统。工业机器人是面向工业领域的多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的机器装置，它能自动执

行工作，是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公司的工业机器人单机产品主要包括直角坐标机器人、多关

节机器人。 

    直角坐标机器人能够实现自动控制的、可重复编程的、运动自由度间成空间直角关系的、多用途的操作机，一般由直线

运动单元及其组合，驱动电机，控制系统和末端操作器组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机械手采用伺服马达驱动，使用皮带、

齿轮、齿条进行传动，并配备高精密线性滑轨以导向运行，使产品具有定位精准、运动速度快、运行稳定等特点，可应用于

直线、平面、立体的工件搬运移载、检测定位、自动装配等工序，在替代人工、提高生产效率、稳定产品质量等方面具备显

著的应用价值。 

    多关节机器人通常由机械本体、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减速机、控制系统等5大部件组成，是一种可以搬运物料、零件、

工具或完成多种操作功能的机械装置。多关节机器人拥有较高的自由度，能以其动作复现人的动作和职能，与传统的自动机

区别在于有更大的“万能”性和多目的用途，可以反复执行不同的功能，完成不同的作业。  

 

    （2）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通过自产的工业机器人及外购并经二次开发的多关节机器人，配套视觉系统、传感器、激光机、直线电机、传输带

等辅助设备，规划成套解决方案，以实现减少劳动用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应用系统

具有操作灵活便捷、定制功能多样化、能够持续开发升级等诸多优势，能够满足客户的生产工艺要求及实际生产需要。 

公司目前设计的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应用方案有较好的可移植性，可以广泛应用在3C产品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新能

源等领域，应用场景如下： 

1）工业机器人在3C产品制造行业的应用 

随着3C产品制造行业对生产效率和精度要求的提高，敏捷制造、柔性制造、精益制造是3C产品制造企业的发展方向，

工业机器人的特点符合高精度、高柔性的要求。3C产品自动化生产线包括前段零部件加工、中段模块封装、后段整机组装

三大环节。目前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方案主要应用于上下料、喷涂、打磨、检测、装配等工艺环节。 

2）工业机器人在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的应用 

汽车零部件是汽车工业的基础，汽车制造是工业机器人应用最广泛、最成熟、数量最多的工艺领域之一。汽车零部件自

动化生产线通过设备的整体优化设计及系统集成、信息监测及可追溯性数据管理、装配系统的最优控制和在线故障诊断、自

动装配中的精密定位与力位混合伺服控制等技术的有效融合，大幅度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品质。目前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方案

主要应用于焊接、切割、组装、喷涂、打码、检测等工艺环节。 

3）工业机器人在新能源行业的应用 

随着新能源行业技术革新的日新月异，传统的新能源产品生产制造方式已不能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迫使行业内企业提

升自动化率以满足新技术、新产品对工艺的要求。目前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方案主要应用于组装、焊接、检测、埋入等工艺环

节。 

2、注塑机配套设备及自动供料系统 

（1）注塑机配套设备 

     公司生产的注塑机配套设备主要包括三机一体、模温机等多个系列产品，产品用途涵盖了原料除湿干燥、原料输送、模

温控制等注塑生产的主要环节。 

    （2）自动供料系统 

 自动供料系统是公司根据客户厂房环境、现场机台的摆放情况和现场原料用料情况，结合公司自产的各类特有注塑机

配套设备及直角坐标机器人，设计的一种能够实现全厂无人化不间断作业的生产车间整体解决方案。该系统采用工业电脑自

动对所有机台进行集中控制，实现了对所有用料单元的24小时连续自动化供料作业，配合系统中各注塑机配套设备的不同功

能，实现“原料→储存→计量→干燥→输送→成型→物流”全过程的自动化生产。 

3、智能能源及环境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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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能源及环境管理系统采用分层分布式系统体系结构，对生产系统的电力、气、水、仓储物料、成品等各分类数据进

行采集、处理，并分析项目运行能源、资源消耗状况，分解到单位产品，以便进行能耗分析，实现能源在线监控、节能改造、

产业升级及资源的工业互通互联。 

产品及服务以食品、药品、半导体、新能源、3C产品等行业为主线，拓展至整个制造业。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设计团

队，紧密结合客户生产工艺需求及布局规划，为其量身定制空气调节系统、动力及照明系统、工作环境参数的监测报警消防

和通讯系统、人货流系统、工艺管路系统、常温和低温制程工艺水系统、CDA等系统综合方案，通过BIM进行管线综合设计，

实现车间集中式配套供应系统的一体化集成，实时监控温湿度、洁净度、压力、物料储量等各项管控指标，并经反馈运算控

制对应设施，实现优化运行，使产品能在一个具有良好条件和高度稳定性的环境空间中生产制造。 

通过能源和资源计划、监控、统计、消费分析，重点设备能耗管理，能源计量设备管理等多种手段，使企业管理者准确

地掌握企业的能源成本比重，资源利用的合理性及企业发展趋势和运营状况，并可将企业的能源消费计划任务分解到各个生

产部门，使节能工作责任明确，促进企业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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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198,098,144.60 764,422,959.92 56.73% 433,085,30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826,384.01 138,021,877.16 24.49% 77,574,10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820,537.95 126,353,312.17 23.32% 62,035,41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214,741.51 7,278,548.77 1,482.94% 81,373,378.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2 1.34 -1.49% 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2 1.34 -1.49% 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6% 21.21% -0.65% 24.1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707,998,776.65 1,164,663,524.32 46.65% 574,246,39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1,018,705.16 765,031,279.01 19.08% 336,862,369.9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8,754,968.04 344,363,902.91 327,823,217.96 347,156,05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87,766.07 43,037,618.59 52,129,827.23 42,971,17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80,943.91 42,808,922.29 45,966,925.01 37,463,746.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80,984.88 -13,020,012.97 38,775,596.34 117,740,1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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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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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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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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丰礼 境内自然人 40.37% 52,664,460 52,235,460 质押 20,636,831 

杨双保 境内自然人 8.00% 10,440,420 8,055,315   

黄代波 境内自然人 6.38% 8,320,860 6,240,645 质押 650,000 

东莞达晨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2% 6,551,100 6,551,1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其他 3.14% 4,094,582 0   

朱海 境内自然人 1.89% 2,470,120 0   

东莞市三正金

融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1,956,523 0   

兴证证券资管

－兴业银行－

兴证资管鑫众

80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32% 1,723,610 0   

倪张根 境内自然人 1.27% 1,656,894 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策略回

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9% 1,418,90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丰礼系东莞达晨投资普通合伙人，且与达晨投资有限合伙人吴

丰义系兄弟关系，与达晨投资有限合伙人罗小敏系表兄弟关系，与达晨投资有限合伙人吴秋

丰、吴雪峰系堂兄弟关系；公司股东杨双保系达晨投资有限合伙人郑伟之姐夫；达晨投资有

限合伙人吴盛丰、吴云风系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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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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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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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在国内制造业面临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锐意进取，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

挑战，聚焦全球制造业智能化需求，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与服务，报告期内实现了公司经营业绩继续保

持较快、较好的发展，为股东创造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1、主要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9,809.8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6.7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182.64万元，比上年

度增长了24.4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521.47万元，比上年度增加1482.94%；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

产170,799.88万元，比上年度增长46.6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91,101.87万元，比上年度增长19.08%。 

 2、营销方面 

市场拓展成效显著，机器人相关业务营收占比持续上升。公司2018年各主营业务模块都保持健康发展势头，其中工业机

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业务实现收入70,540.27万元，占总营收的58.88%，同比增长62.06%，机器人相关业务营收占比持续

上升；注塑机配套设备及自动供料系统、智能能源及环境管理系统业务两大主营业务模块也都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其中注塑

机配套设备及自动供料系统业务实现收入22,923.27万元，占总营收的19.13%，同比增长9.44%；智能能源及环境管理系统业

务实现收入23,556.19万元, 占总营收的19.66%,同比增长134.13%。 

华南区域市场营收63,129.07万元，占营收比重52.69%，同比增长84.39%，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态势；华中、东北、西

北等区域营收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华东区域市场实现营收35,406.98万元，占营收比重29.55%，同比增长25.83%，该

区域市场在公司着力布局下，业务保持良好的持续增长态势。 

3、技术研发方面 

2018年，公司整合研发资源，提升研发综合能力，搭建服务于全业务模块的研发中心大平台，研发中心采用IPD研发管

理体系进行管理，围绕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开展各项研发活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产品和技术上均取得一定突破。报告

期内，公司研发投入6,795.81万元，比上年度增长56.37%，占营业收入比重5.67%。截止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已获

得授权专利133项，其中发明专利12 项，另有处于实审阶段的发明专利28项；各类软件著作权31项；同时， 2018 年公司进

一步加强了专利和软件著作的申请力度，累计申请各类知识产权达83项。 

4、生产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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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生产管理水平，严格执行6S生产管理标准，促使效能不断提升。生产是贯穿原材料加工到成品出货全过程

中的重要环节，根据公司精细化管理要求，积极完善生产体系标准化工艺流程，加强绩效考核，实施精益生产，多方面优化

生产管理体系，大大提高产品质量、产能和生产效率，助推公司2018年业绩实现了高增长。 

5、公司治理方面 

加强内部管理，持续优化人才队伍。公司管理团队保持了人员稳定，不断强化内控建设、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形成了有

效的约束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公司推行有效的人才优化管理体制和激励考核制度，持续引入高层次人才，加强管理、研发、

营销、生产等中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企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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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机器人及自

动化应用系统 
705,402,695.96 420,297,332.12 40.42% 62.06% 58.91% 1.18% 

注塑机配套设备

及自动供料系统 
229,232,694.03 134,046,086.24 41.52% 9.44% 17.08% -3.82% 

智能能源及环境

管理系统 
235,561,900.93 198,813,461.73 15.60% 134.13% 150.77%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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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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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

简称“《修订通知》”），于2017 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

同时废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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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 和“在建工程” 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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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增合并单位6家，原因为：本期通过投资设立了3家全资子公司东莞拓斯达智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智遨（上海）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东莞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2家控股子公司东莞拓斯倍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拓斯达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通过兼并收购了一家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野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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