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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2019-014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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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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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199,395,67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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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产品为轮胎模具、液压式硫化机和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上述产品销售收入约占公司营业

总收入的75%。公司作为国内汽车轮胎模具和液压式硫化机的主要骨干生产企业，在国内轮胎模具市

场、液压式硫化机市场保持行业领先。近年来随着公司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制造业务的快速发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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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及销售收入规模快速增长，成为公司新的营收增长点。 

（二）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主要涉及行业为汽车轮胎装备行业和智能装备制造行业。 

1、汽车轮胎专用设备行业 

2018年国内市场需求不畅，国外贸易摩擦方兴未艾，汽车轮胎专用设备行业成本压力大，效益提

升难，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下，行业整体继续保持稳中求进，在过去四十年

积累基础上，全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变压力为动力，积极有效应对成本上升、消费不振等不

利因素，加强降本增效，提高供给质量，努力扩大内需，拓展国际市场，行业经济平稳回升，行业科

技不断进步，智能制造、绿色环保、品牌建设、国际化经营等稳步迈进。 

2、智能装备制造行业 

近年来，全球机器人产业在基础技术、市场规模、企业智能化转型等方面持续提升。2018年，全

球机器人产业市场规模超过298.2亿美元，2013-2018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5.1%。其中，工业机器人市

场规模为168.2亿美元，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为92.5亿美元，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为37.5亿美元；2018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发展较快，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是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

场。中国机器人产业在核心技术取得一定进步，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企业创新活跃。中国机器人市场

规模约为87.4亿美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约为62.3亿美元，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约为18.4亿美

元，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约为6.7亿美元。预测未来数年仍将继续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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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025,480.83 1,154,800,320.98 21.41% 817,939,81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520,988.88 63,701,818.14 -14.41% 31,546,62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73,333.46 13,773,101.02 -66.80% -19,444,09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9,325,550.34 358,915,519.92 25.19% 240,897,851.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8 0.0290 -14.48% 0.0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8 0.0290 -14.48% 0.0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2.14% -0.34% 1.0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104,313,007.56 7,015,064,516.20 1.27% 4,755,657,47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56,945,027.43 3,006,144,228.75 1.69% 2,948,257,7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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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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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41,706.96 400,464,283.06 315,232,580.47 423,486,91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73,863.59 22,568,710.94 14,236,286.81 9,342,12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5,629.72 16,848,771.99 4,917,398.73 -17,718,466.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60,768.79 75,678,052.84 69,189,654.49 289,297,0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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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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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潮忠 境内自然人 18.45% 405,740,587 304,305,440 质押 122,610,000 

洪惠平 境内自然人 10.08% 221,704,761 0 质押 40,499,997 

郑明略 境内自然人 4.92% 108,225,078 0 质押 108,221,996 

陈怡平 境内自然人 0.93% 20,504,548 0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粤

财信托·巨轮员

工持股 1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66% 14,429,269 0   

白晋蓉 境内自然人 0.21% 4,598,400 0   

洪抗波 境内自然人 0.19% 4,2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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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麒 境内自然人 0.18% 4,000,020 0   

徐晨博 境内自然人 0.17% 3,7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第一、二、三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第五股东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

司－粤财信托•巨轮员工持股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设

立的信托资产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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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陈怡平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504,54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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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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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是橡胶机械模具行业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

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高战略性转变的攻坚之年，2018年全行业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2018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开始从快速增长期进入到阶段性调整期，受宏观大环境的影响，工业机器人

市场增速放缓。报告期内，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使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公司一如

既往保持“高起点、高品位、高效益”的战略定位，强化核心技术研发，厚植传统装备产业，突破高

端新兴产业，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保持了公司经营业务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202.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4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452.1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4,932.56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5.19%。报告期末总资产710,431.30万元，较年初增长1.2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305,694.50万元，较年初增长1.69%。 

2018年，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包括： 

（一）报告期内，公司机器人事业部立足于智能制造技术前沿，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持续进行转型升级，深入开拓智能技术装备领域，公司入选全国首批15家符合《工业机器人行业规

范条件》的企业名单。本次入选是对公司的综合条件、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研发创新能力、

人才队伍实力等方面的肯定。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广东省第一批机器人骨干（培育）企业复审。 

（二）报告期内，公司轮胎模具事业部以董事会“建设质量品牌为核心”的指示，立足于长远和

可持续发展，坚持“转型升级，做精品模具，走全球中高端客户路线”的经营策略，强化全员质量意

识，优化技术工艺路线，加强全程质量管控，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被德国

大陆马牌轮胎评为商用胎模具全球最佳供应商，成为美国固特异轮胎的全球合格供应商，顺利通过阿

波罗集团合作资质审核，工程胎模、全钢型腔和向心机构等审核范畴均以高分通过； 

（三）报告期内，公司橡胶机械事业部紧紧抓住行业发展机遇，深化市场开拓，充分利用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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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扩大产销量，继续占据业界高地，并通过了北美产品认证，为公司拓展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奠定

了基础，强化了巨轮硫化机在行业的品牌地位。 

（四）报告期内，公司深耕“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质量方针，积极持续开展质量管

理创新行动，入选2018年广东省“质量标杆”企业名单。公司取得由工信部批准的认定机构“工业和

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院”及“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联合颁发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

定证书》（证书编号：CSAIII-00318IIIMS0049502）。公司于2015年4月首次获得评定。  

（五）报告期内，公司多个项目获得发明专利证书，“多块组合非孔排气式子午线轮胎模具”、

“一体化调模锁模的高精度四柱式液压轮胎硫化机”及“JLRV减速机研发及产业化”三项主打产品

顺利通过由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会，被认定为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公司

的技术研发实力和业界知名度。 

（六）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经济形势，公司及时召开生产经营总结会，号召全体员

工践行“争做优秀巨轮人，争做时代排头兵”，大力弘扬巨轮精神。公司坚持“立足巨轮、面向员工、

育人为本、发展为务”的办学方针，开展干部职工经营管理自强计划一期培训班，不断提高干部队伍

的管理能力。在此基础上，董事会提出了“军队+学校+家庭”的企业管理理念，强调要用新的观念来

武装全体员工的头脑，提升全体巨轮人的执行力、学习力和凝聚力，全力推动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 

（七）报告期内，是公司落实三年“全员持证”计划的最后一年，经过三年的培训考试，生产一

线员工基本获得国家职业技能证书，实现了全员持证上岗。公司全面推行初级、中级、技师级多层次

技能培训，推动技能培训不断向高层次发展。 

（八）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项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

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SCP243号）。并已于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2月19日发行了2019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3亿元人民币。报告期内，根据《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回售选择权的约定，公司做好公司债的回售工

作。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16巨轮01”债券回售申报登记的统计，回售

有效申报数量为10,988,497张，回售金额为1,159,176,548.53元（含利息），剩余托管数量为511,503

张。因部分未能回售的投资人仍有较为强烈的回售意愿，同时公司考虑到“16巨轮01”存量较小、流

动性大幅下降，为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经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前兑付巨

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议案》，公司已于2019

年3月15日支付“16巨轮01”自2019年1月28日至2019年3月14日期间的利息及“16巨轮01”的本金

5115.03万元。“16巨轮01” 于2019年3月15日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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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胎模具 403,085,114.98 53,294,873.32 13.22% 3.37% -7.64% -1.58% 

液压式硫化机 359,680,767.24 62,248,831.62 17.31% 77.13% 27.01% -6.83% 

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 
216,594,086.63 44,253,662.74 20.43% -20.49% -42.89% -8.01% 

融资租赁收入 88,650,672.65 55,956,277.01 63.12% 39.56% 12.34% -15.30% 

保理业务收入 287,806,537.65 235,145,742.11 81.70% 49.39% 46.1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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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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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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务报表格式”），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11日决议通过，已根据新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

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本集团执行财会（2018）15号文对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合并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2017年末 /2017年

1-12月）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2018年初/2017年1-12

月） 

应收票据 101,938,143.7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67,553,155.23 

应收账款 465,615,011.45 

应付票据 73,101,611.8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46,605,534.27 

应付账款 173,503,922.45  

应付利息 59,792,974.52 其他应付款 69,302,755.32  

其他应付款 9,509,780.80 

管理费用 148,745,559.52 管理费用 102,868,047.08  

研发费用 45,877,512.44  

其他收益 43,684,893.96 其他收益 44,097,580.69 

营业外收入 13,053,644.36 营业外收入 12,640,957.63 

母公司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2017年末 /2017年

1-12月）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2018年初/2017年1-12

月） 

应收票据 99,938,143.7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86,309,578.15 

应收账款 486,371,4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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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71,603,611.8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1,961,330.02 

应付账款 150,357,718.20 

应付利息 59,668,982.74  其他应付款 61,516,010.00 

其他应付款 1,847,027.26  

管理费用 92,713,068.17 管理费用 57,082,556.48 

研发费用 35,630,511.69 

其他收益 36,862,150.96 其他收益 37,274,837.69 

营业外收入 1,377,541.04 营业外收入 964,854.31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根据财政部2018年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及解读

的相关规定，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

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企业财务报表

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

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本集团将营业外收入中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列报于“其他收

益”项目，2018年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调增2017年度其他收益412,686.73元，调减营业外收入

412,686.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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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设立以及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共增加了4家子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

4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具体情况如下： 

（1）2018年2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和信（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

区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深圳恒和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商业保理。 

（2）公司控股子公司Robojob NV(瑞博机器人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在德国斯图加特出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Robojob GmbH，注册资本64.5万欧元，主营业务为机器人及自动化设备的组装、销售及售

后服务等。 

（3）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信（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通过受让股权取得安永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对价1.00元。安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在深圳成立，主营业

务为商业保理。 

（4）公司于2018年12月在广东省揭阳市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博星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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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汽车子午线轮胎模具，汽车子午线轮胎设备的制造、销售及相关技术开发等。 

另外，公司实际控制的子公司上海理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注销其持有100%股权的理

盛天晟（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和理盛天元（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潮忠 

二○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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