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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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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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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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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059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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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之密 股票代码 3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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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德银 陈结文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

路 22 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

路 22 号 

传真 0757-29262337 0757-29262337 

电话 0757-29262256 0757-29262162 

电子信箱 xiaodeyin@yizumi.com chenjw@yizum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模压成型装备行业，是一家专注于高分子材料及金属成型领域的系统集成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主要

业务未发生变化，主要业务为注塑机、压铸机、橡胶机、高速包装系统及模具、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的设计、研发、生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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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和服务。 

    （二）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有注塑机、压铸机、橡胶机、高速包装系统与模具、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等。 

1、注塑机 

公司注塑机主要有通用机型（A5标准型高端伺服中小型注塑机、A5标准型高端伺服大型注塑机、SK系列变量泵注塑机、

SM领航系列等）、两板机机型（DP系列两板式注塑机、D1系列两板式注塑机等）、专用机型（SJ系列专用注塑机、UPVC

管件专用注塑机、PET瓶胚专用注塑机、储料缸M系列专用注塑机等）和精密全电动注塑机。注塑机主要应用在汽车行业、

家电行业、3C行业、包装行业等。2019年，注塑机全年销售收入143,165.71万元（含高速包装系统），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

67.73%，同比增长7.43%，驱动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海外业务快速拓展，带动海外销售额增加所致。 

2、压铸机 

公司压铸机主要有冷室压铸机型（H系列重型压铸机、SM系列伺服压铸机、DM重型冷室压铸机系列、DM中小型冷室

压铸机系列等）、专用机型（HM热室压铸机系列、HM-H热室压铸机系列等）和镁合金系列机型（HM-M热室镁合金压铸

机系列、HPM半固态镁合金注射成型机等）。压铸机主要应用在汽车行业、摩托车行业、3C行业和家电行业及正在兴起的

5G行业等。2019年，汽车行业发展下滑，给公司的压铸机业务带来较大挑战，但在5G行业的带动下（公司的压铸机可以生

产5G基站滤波器、散热壳体等），公司压铸机全年经营情况比较平稳。压铸机全年销售收入42,453.61万元，占公司全年销

售额的20.08%，同比下降1.61%。同时，公司超大吨位压铸机继续实现销售，超大吨位压铸机的成功销售标志着公司的压铸

机技术拥有先进水准。 

3、橡胶机 

橡胶机事业部成立于2009年，是公司继续向模压成型领域的迈进。发展至今，公司橡胶机有汽车配件行业应用机型、电

力复合绝缘产品应用机型、其他橡胶制品应用机型和客户定制机型。橡胶机主要应用在电力行业、汽车行业、家电行业等。

下游客户生产的产品有高压复合绝缘子、电缆附件、汽车减震和密封件等。2019年，橡胶机全年销售收入8,626.54万元，占

公司全年销售额4.08%，同比下降15.97%。 

4、高速包装系统与模具 

高速包装系统属于注塑机的细分市场，主要是满足客户对食品包装、医疗包装和水包装等行业的个性化需求。2017年年

底，高速包装完成对伊之密模具的吸收合并，2018年起合并经营。2019年，高速包装系统和模具销售收入7,795.86万元，占

公司全年销售额的3.69%，同比下降11.42%。 

5、机器人自动化系统 

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目前主要运用在压铸机的周边自动化，主要功能有：加料、产品取出、喷涂脱模剂、切除毛边、产品

检测、产品贴标等。客户可根据需要选取适合的周边配套。目前，公司机器人自动化系统主要销售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以

压铸机及机器人打包销售，另外一种是给已有压铸机系统的其他企业进行自动化改造。2019年，机器人自动化系统销售收入

7,063.13万元，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3.34%，同比增长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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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113,851,319.88 2,014,969,813.68 4.91% 2,008,314,56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830,181.03 175,343,828.23 9.97% 275,488,27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322,744.20 148,134,691.65 15.65% 246,415,180.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703,252.90 153,752,999.23 95.58% 146,707,66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1 9.76% 0.6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1 9.76% 0.6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6% 15.87% 0.19% 28.9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865,356,298.77 2,637,043,893.58 8.66% 2,366,789,27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78,607,943.11 1,135,396,693.06 12.61% 1,070,421,5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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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84,533,447.85 648,426,143.80 487,817,078.79 493,074,64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813,853.84 75,174,555.22 50,087,814.47 14,753,95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101,923.24 83,240,782.05 43,228,651.68 7,751,38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528,102.84 18,740,793.68 49,278,517.14 203,155,8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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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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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卓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3.75% 145,800,000 131,220,000 质押 30,251,620 

程燕平 境内自然人 2.61% 11,287,800 0   

廖昌清 境内自然人 2.39% 10,312,200 7,734,149   

新余市伊理大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8,633,510 0   

黎前虎 境内自然人 1.94% 8,397,501 0 质押 1,900,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华沪港

深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1.83% 7,884,721 0   

彭德强 境内自然人 1.80% 7,765,800 0   

高潮 境内自然人 1.62% 7,000,000 5,250,000   

梁仕璋 境内自然人 1.38% 5,955,368 0   

何忠霞 境内自然人 1.26% 5,463,9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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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佳卓控股有限公司、新余市伊理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佳卓控

股有限公司间接股东陈敬财与梁敬华为连襟关系，甄荣辉与陈敬财、梁敬华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陈敬财、甄荣辉、梁敬华于 2010 年 1 月 1 日签署了《关于建立一致行动人关系之协议》。

程燕平与廖昌清为夫妻关系，双方为一致行动人。廖昌清是新余市伊理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廖昌清与新余市伊理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

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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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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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国内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从模

压成型装备领域来看，由于汽车等主要下游行业的发展放缓，行业的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和挑战。在此不利的形势下，伊

之密依托产品、运营和全球化三大战略变革，践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路径，总体收入仍实现增长，公司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2019年，伊之密实现营业总收入211,385.1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1%；其中国内销售收入146,669.12万元，出口销售

收入56,530.05万元，其他业务收入8,185.9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283.0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97%。 

(一)产品方面 

1、注塑机领域，大力推动大型二板式注塑机、A5S系列注塑机的销售，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相关产品深受客户认可，销

量稳步提升。 

2、压铸机领域，针对高端中小机型的需求，推出H系列冷室压铸机(180T-900T)，并针对新能源的发展推出H系列重型压

铸机，已陆续为新能源汽车等客户提供了整套解决方案。 

3、橡胶机领域，在CHINAPLAS 2019 国际橡塑展展出了YL2-V200L亚标橡胶注射机、YL2-V440L欧标橡胶注射机，采

用全套前沿的设计理念与手段，结合先进的加工工艺，低成本为行业提供优于传统技术的设备。 

4、新兴市场领域，把握5G通讯带来的新机遇，推出H系列冷室压铸机及高端冷室压铸岛，已携手多家压铸企业，开展5G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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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用方案的合作。 

 (二)运营方面 

     1、2019年，继续进一步深化IPD（集成产品研发）模式，按IPD的思想和流程开展新产品的研发，并严格按此流程完成

各项产品开发。 

     2、全面推进运营升级项目并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果，产品交付流程运营模式进一步升级，生产运营效率进一步提升。 

     3、全面推广持续改善活动，在生产、服务、运营管理等全面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及质量。 

     4、不断推进与国内外专业人士、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共同合作，从学术、市场、客户等不同角度碰撞孵化新思维，

将前沿科技融入新产品中。 

     5、践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路径，荣获“2019欧洲SPE汽车创新奖”、“中国创新创造标杆的佛山企业品牌称号”。 

    (三)全球化战略 

    1、公司有超过40个海外经销商，业务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海外市场持续稳步增长，实现销售额56,530.05万

元，同比增长18.73%。 

    2、 印度工厂投产两年之际，出机量（注塑机）突破400台，印度市场成为公司2019年最大的单一海外市场。 

    3、继续深耕北美市场，实施YIZUMI-HPM双品牌战略。充分发挥北美新工厂的作用，将产品有序导入北美市场，并成

功举办了YIZUMI-HPM美国开放日活动。 

    4、德国伊之密研发中心高效运营，连接中欧先进技术，全面提升公司产品质量与性能。 

    5、2019年5月，越南伊之密正式运营。越南子公司的成功开业，是伊之密稳步推进全球化战略的又一里程碑。 

   6、连接欧洲领先的工艺技术，进一步深入欧洲市场，伊之密1250吨半固态镁合金触变成型机进驻德国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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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塑机 1,431,657,066.88 487,256,374.32 34.03% 7.43% 6.10% -0.43% 

压铸机 424,536,120.66 147,789,165.76 34.81% -1.61% -3.11%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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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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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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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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印度先进成型 设立 2019年6月 INR1,800,000.00 100.00% 

德国销售中心 设立 2019年12月 EUR25,000.00 100.00% 

佳全号租赁 设立 2019年9月 尚未出资[注] 100.00% 

[注]：佳全号租赁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出资。 

2. 合并范围减少 

1）子公司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佛山顺德伊之密模压成型技

术有限公司 

伊之密注压吸收合并

伊之密模压 

2019/1/31 114,859,417.44 -41,997.64 

本期公司全资子公司伊之密注压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伊之密模压，吸收合并完成后，伊之密注压将存续经

营，伊之密模压独立法人资格注销，伊之密模压的所有职工、资产、负债、权利、义务、业务、资质及许可等由伊之密注压

承继及承接。 

2）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 

结构化主体-粤财信托•伊之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本期清算，期末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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