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3100

公司简称：川仪股份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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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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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川仪股份

股票代码
603100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杨利
023-67033458
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中段61号
yangli@cqcy.com

王艳雁
023-67033458
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中段61号
wangyanyan@cqcy.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末
504,904.15
227,049.42
本报告期
（1-6月）
6,251.24

上年度末
504,758.12
226,521.89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03
0.23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775.59

不适用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4,610.51
8,416.11

163,711.04
9,989.02

12.77
-15.75

7,137.29

6,466.13

10.38

3.67
0.21
0.21

4.92
0.25
0.25

减少1.25个百分点
-16.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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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4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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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68

136,974,854

136,374,854

质押

68,000,000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1

49,427,455

0

无

0

横河电机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5.32

21,015,760

0

无

0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7

16,881,320

0

无

0

湖南迪策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

7,972,500

0

无

0

蔡辉庭

境内自然
人

1.62

6,388,861

0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

国家

1.58

6,228,000

0

无

0

重庆爱普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7

5,000,000

0

质押

5,000,000

索德尚亚洲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01

4,000,000

0

无

0

重庆典华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1

2,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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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中，除蔡辉庭外，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且均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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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未减，经济增速稳步放
缓，公司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以“创新动能促发展，精细管理增效益”为中心，围绕市场拓展、
技术创新、生产运行、管理创效多角度发力，深入开展主力产品优化提升工程，主动作为挖掘增
长潜能，取得了较好成果。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4,611 万元，同比增长 12.77%，主要是工业自动化仪表及装
置业务有所增加，公司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综合服务能力，多渠道拓展市场，在化工、机电、轻
工建材等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16.11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15.75%，主要是上年同期因处置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房产收益增加利润 2,139 万元，为偶发性
增利因素，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本报告期公司实现扣非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137
万元，同比增长 10.38%。
（一）稳中求进拓市场，精准深耕抓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突出市场、效益导向，加大中高端市场开拓力度。
继续深耕和拓宽主体市场领域，着力发展效益佳、资金面好、可持续性强的核心客户，不断
调整优化市场结构和用户结构。在深挖西南、华东、华北等地区市场潜力的同时，加大中南、西
北地区市场开拓力度，取得积极成效；着眼客户产业调整、技术改造、环保达标等多样化需求，
抢抓化工、冶金、电力等行业中高端应用市场。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在化工、冶金、电力、市政
公用及环保等领域新签合同实现较快增长。
化工领域：进一步加强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浙石化、三宁化工、万华化学等客户的
良好战略合作，智能调节阀 、智能执行机构、智能压力变送器、智能流量仪表等继续保有中石油、

中石化合格供应商资格，烟气分析 CEMS 装置等在石化行业取得新突破。
冶金领域：抓住国家钢铁行业产能置换的机遇，深挖钢铁行业升级改造、备品备件需求，先
后承接了一批重点项目。
电力领域：积极响应国内传统电力市场新建项目及环保升级改造需求，并着力拓展垃圾发电
等清洁能源市场。加大海外电力市场开拓力度，通过与美国通用（GE）、山东电建铁军电力、中国
电力工程顾问集团等大型公司合作，产品进入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尼、土耳其等国家。
市政公用及环保领域：轨道交通屏蔽门及站台门维保业务在合肥、成都、重庆等地承接新业
务；VOCS 治理业务在江苏、新疆等地市场开拓取得新进展。
聚焦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新需求，积极推进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开发和应
用，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提升基于综合服务的价值创造能力。水务系统集成在天津、江西、
惠州等园区开展试点工作；设备全生命周期健康状态监测诊断系统新获湖南、安徽多个业务订单；
检维保运业务在稳步开展运维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接阀门维修业务；继续强化 PAS300 分布式控制
系统在冶金、化工、电力等领域的市场开拓；推出食品行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为下一步流程工
业智能工厂的打造积累经验。
（二）精中求新提技术，创新驱动助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系统性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相结合，
持续推进智能压力变送器、智能调节阀、智能执行机构等的适用性、可靠性、稳定性，并聚焦化
工、冶金等应用行业工况特点和需求，加强定制化产品研发，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智能压力变
送器、智能阀门定位器、高温高压差调节阀、A8500 执行机构、电液执行机构、LNG 低温阀等在优
化技术性能指标、扩充规格序列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自主研制的 70MPa 高压力变送器，填补了公
司智能变送器高压力量程空白；改进后的 A8500 执行机构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有序推进电磁冷水
水表、50kW 撬装式导热油电加热装置及控制系统、集束式法兰防爆电加热器、PA500 在线气体分
析仪等新产品研发，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中电磁冷水水表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设备全生
命周期健康状态监测诊断系统完成设备管理应用平台和移动终端 APP 设计工作。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 1.1 亿元，同比增长 28.58%。
依托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培育创新主体、推进技术合作，加强整合各子分公司研发团队，研
发市场针对性强的产品，以巩固技术优势。继续推进基础研发能力建设，持续建设和优化 PDM 设
计管理系统，构建更加开放、协同、高效的技术研发平台，提升两化融合能力水平。开展多形式、

多层次校企合作，深化协同创新，在增强主力产品优化提升、新品开发、解决方案探索等方面形
成合力，促进技术创新突破和成果转化。报告期内，公司新获批重庆市级及以上重点项目 9 项，
新获专利授权 38 项（其中发明专利 23 项）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在研国家级及重庆市级科技项
目 38 项，拥有有效专利 617 项（其中发明专利 216 项）、软件著作权 64 项。
（三）智能融合促升级，川仪制造添活力
报告期内，公司着眼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大生产设备及信息化投入，依托募投项目等
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持续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以全面精细化、精准化、自动化、信
息化、网络化的智能化管理与控制为目标，不断提升生产制造过程的智能控制水平，提高产品质
量和生产效率。
“智能现场仪表技术升级和产能提升项目”中的“智能执行机构”、
“智能流量仪表”
和“智能核电温度仪表”子项完成建设内容并通过验收，
“智能调节阀”子项按计划推进阀门零件
生产线、智能定位器生产线和智能化立体仓库等建设内容。智能压力变送器完成整机装配测试生
产线建设，实现产品多品种混线生产。气体分析仪器与系统生产线、水环境分析仪器与系统生产
线等持续进行优化建设。为有效衔接“十三五”
、“十四五”发展战略，公司制定并启动《智能制
造实施方案（2019-2022 年）
》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产品全生命周期数字化、信息化以及
基于数据价值的数据挖掘与应用，通过覆盖主力产品的智能生产线优化建设，努力打造两化深度
融合的数字化工厂和同行业世界先进水平的智能生产线，推进从川仪制造到川仪智造的跨越。
加强供应商产品质量审查，规范生产物资采购，尤其是大宗物资采购管理，强化工程招投标，
加强供应链建设，保障有效供给。大力推行精益生产和 5s 现场管理，强化生产组织和调度协调，
不断提升交货能力。强化全面质量监督管理，加强质量自查，产品抽查合格率达到 100%，获重庆
市 2019 年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二等奖 3 个、三等奖 2 个。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标准化
工作，推进安全技术管理体系建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上半年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全面
达成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消防安全工作目标。
（四）多力合为抓管理，提质增效见成效
报告期内，面对经济形势和竞争态势的变化，公司通过抓管理、抓调整促进管理提档升级，
推动各项工作上台阶。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要求，结合企业实际，修订公司章程、
三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
细则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保障“三会”规范运作；加强董监高队伍建设，不断提升
董监高及相关管理人员履职能力。持续强化全面预算管理，提升价值管控能力，不断夯实财务基

础管理，以价值管理为主线，盯住事，抓落实；以资金管理为核心，坚持“现金为王”不动摇；
以“两金”管理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合同评审、合同执行、货款催收全过程监管，认真分析应收
账款及存货结构，采取有效管控措施，切实减少“两金”占用，降低经营风险，取得一定成效。
上半年，公司应收账款增速低于营业收入增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6,251 万元，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长，现金流结构更趋合理。推进财务集成信息化建设，挖掘信息资源，服务生产、管理、
销售、决策，促进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持续完善内控制度、健全内控体系，加强内控的执行、
监督、评估及改进，筑牢防风险底线，保持实现稳健经营。 “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
敬畏风险”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认真做好投资
者关系管理工作。
（五）精选细育建队伍，人才结构再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牢固树立“人才强企”理念，以高层次人才队伍为重点，以高水平创新团队
建设为突破口，多措并举不断构建梯次分明、衔接有序的人才引进和培养体系，为新形势下公司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同时，积极开展民主协商，构建和谐企业，继续获
得“重庆市和谐劳动关系 AAA 级企业”称号。
突出“高精尖缺”导向，优化员工结构。根据公司产业发展趋势和产品发展方向，重点面向
智能制造、信息化、软件开发等领域，大力引进“双一流”和“一流学科”工程高校优秀应届毕
业生，并广纳社会成熟人才，通过“引人”实现“引智”
。
坚持“育”
“用”结合，提升全员素质。组织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员工培训，不断完善“师
带徒”机制，充分发挥“院士专家工作站”、
“劳模工作室”、
“高技能人才工作室”以及攻关小组、
车间班组、
“网络学习”和社会合作培训机构等平台作用，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增强员
工实践实作能力，激发员工创新创造精神。细化人岗匹配，深入推进“一专多能”，倡导人才合理
流动，持续打造技术、技能、管理“三高”人才队伍，引导员工岗位立业、岗位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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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财会〔2017〕9 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

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
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公司将持有的重庆银行股票、重庆农商行股票由“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调整期初
“其他综合收益”至“未分配利润”6,942.34 万元，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285.82 万
元。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
意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相关规定编制公司财务报表。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
（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对于《修订通知》所列报项目的变更，公司对不存在相应业务的报表项目可结合实际情况进
行必要删减，根据重要性原则可以对确需单独列示的内容增加报表项目；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
计处理。
公司执行《修订通知》
，仅对财务报表格式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产生影响。
3、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2019〕8 号)，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财会〔2019〕9 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2019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
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同意公司执行新财务报表格式和新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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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