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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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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 2018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决议，拟以公司总股本

70,175,47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0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9,824,567.06元（含税），同时以总股本 70,175,479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方式，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股，合计转增 28,070,191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98,245,670股。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公司不送红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亿嘉和 60366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少劼 杨赟 

电话 025-58520952 025-58520952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57

号楚翘城1号楼 

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57

号楚翘城1号楼 

电子信箱 info@yijiahe.com info@yijiah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88,431,687.59 510,908,142.59 9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71,490,168.58 309,871,579.33 181.2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598,230.10 -86,270,385.63 90.03 

营业收入 174,498,439.06 119,889,160.94 4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0,961,630.08 39,513,977.30 5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7,134,711.49 29,268,192.19 95.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91 17.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583 0.7508 54.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583 0.7508 54.2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34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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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朱付云 境内自然

人 

31.85 22,350,000 22,350,000 无   

南京瑞蓓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39 10,800,000 10,800,000 无   

上海诗洁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41 4,500,000 4,500,000 无   

张静 境内自然

人 

5.70 4,000,000 4,000,000 无   

许春山 境内自然

人 

4.70 3,300,000 3,300,000 无   

兰新力 境内自然

人 

4.70 3,300,000 3,300,000 无   

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4 2,623,708 2,623,708 无   

赵伟 境内自然

人 

0.71 500,000 500,000 无   



邱显东 境内自然

人 

0.71 500,000 500,000 无   

程敏 境内自然

人 

0.71 500,000 5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京瑞蓓为朱付云实际控制的企业。

张静与程敏为配偶关系。朱付云与张静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机器人产业发展及智能电网建设，公司牢牢抓住大好机遇，聚焦电力

行业，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较为领先的一系列电力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并为电

力行业提供数据采集与智能处理等服务。在取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同时，公司品牌形象、研

发实力、产品和技术储备、管理水平、人才梯队、市场营销能力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以创新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市场拓展、技术研发和人才团队建

设，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一）持续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实现业务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客户需求，加强市场研究和竞争分析，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产品、不同

客户的特点，开展针对性的营销策划和销售推广工作，同时，公司加大营销资源投入，不断巩固

现有市场的竞争优势，并积极向尚未进入的省市拓展，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总收入 174,498,439.06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5.55%，实现营业利

润 69,093,277.6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8.56%，实现净利润 60,961,630.0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4.28%。 

（二）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实现创新突破 

依托现有产品技术平台，公司不断开展新的产品技术研发。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1577.8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93%。公司已成功研制室内作业机器人，可应用于开关室、配电房等场

景，实现无人巡检和无人操作，使用机器人完成操作任务，提升电力操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公



司正在研发的消防机器人，可应用于火灾现场及各类隧道、管廊内，通过系统发送的任务指令，

快速到达火源现场，准确定位火源点，投放灭火弹，实现应急灭火处理。同时，公司在医疗、市

政、石油石化等行业领域亦在进行产品调研、研发，以丰富公司产品种类，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打造优秀的人才团队 

人才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文化认可、人岗匹配、业绩优先、兼顾公平、人尽其用、多重发

展”是公司的用人宗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各类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并重点引进人工

智能、机器人相关的高端软硬件设计研发人才。截至 2017年年末，公司研发人员共 82 名，占员

工总数的 31.06%，截至 2018年 6 月 30日，公司研发人员共 132名，占员工总数的 41.12%。同时，

公司不断完善员工培训体系，通过培训和实践不断提升员工能力、素质。另外，公司持续优化绩

效考核体系，通过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提升人员工作效率和执行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