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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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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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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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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23,645,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29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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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自天正 600560 G金自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邦周 喻昌平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富丰路６号董事

会办公室 

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富丰

路６号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10-56982304 010-56982304 

电子信箱 hubangzhou@163.com yuchangping@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工业计算机控制系统、电气传动装置、工业

检测及控制仪表等三电产业相关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承接工业自动化工程和技术服务等；    

经营模式为公司首先和客户签定业务合同，在收到客户的第一笔付款后组织进行设计，根据经客

户确认的设计方案采购相关零部件在公司组装、调试，在客户满足发货条件后设备发客户现场，

公司派遣有经营的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调试，直至客户验收，质保期结束公司收回质保金，项目结



束。 

由于公司的销售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冶金工业自动化领域，随着工业自动化领域利润丰厚的

高端产品和高技术含量项目基本被外国公司所垄断，各类公司凭借机制、成本或承包优势使自动

化低端业务竞争异常激烈，外国公司将中国市场视为最重要业务增长点，实施本地化和全面介入，

国内公司凭借成功战略和运作模式取得了稳定快速发展，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同

时由于冶金行业仍然是产能过剩行业，公司业绩的持续改善仍面临很大的外部压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660,363,634.61 1,640,308,899.57 1.22 1,676,918,738.72 

营业收入 559,937,145.23 538,138,332.15 4.05 465,085,99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006,003.05 20,206,690.25 3.96 19,854,08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01,848.17 14,532,087.87 -9.15 13,466,94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57,171,328.36 742,904,888.04 1.92 728,659,15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7,420,952.83 -30,977,809.48 220.80 -65,145,817.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9 0.0904 3.96 0.08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9 0.0904 3.96 0.08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8012 2.75 增加2.01个百分

点 

2.7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10,090,417.37 150,300,594.04 178,974,396.59 120,571,73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427,260.21 5,742,385.04 7,073,954.41 3,762,40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232,002.73 4,310,747.19 6,374,751.63 -1,715,653.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48,338.06 48,772,775.09 -8,596,669.66 -5,603,490.6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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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0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0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0 96,061,025 42.95 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富丰高科技发展总公司 0 3,152,525 1.41 0 未知   国有法人 

周彤 70,700 1,945,849 0.8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炯 1,434,841 1,434,841 0.6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1,406,099 0.63 0 无   国有法人 

杨亮 -398,700 800,00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孙信根 2,900 793,315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0 705,600 0.32 0 未知   其他 

潘俊晶 -700 650,019 0.2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梅晓萍 -350,000 634,300 0.2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共计完成营业总收入 559,937,145.23 元，营业利润 25,771,718.21 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006,003.05元,分别比上年度增长了 4.05%、11.80%、3.9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4家，详见本附注（九）。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