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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传统主业承压，转型正当时。2017 年上半年，氨纶行业下

游需求持续疲软，公司上半年氨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6 亿元，

同比下降 2.34%，公司通过打造高端品牌优化产品结构，毛利

率上升至 9.51%。2017H1 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8

亿元，同比下降 11.97%，毛利率下降至 43.25%，公司房地产

业务将向科技产业园、科技工程、技术研发实验室等科技地产

方向转型。 

 注入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基因，长期获利于品牌价值。无锡哲方、

无锡联创以 32.4 亿元受让公司 29.9%股权，无锡哲方实控人乔

徽先生和无锡联创实控人艾迪女土成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

人，以上二人与哈工大机器人集团（HRG）渊源颇深。2017 年

2 月，公司与 HRG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哈工大在机器人领域

拥有 300 余项核心技术及发明专利，拥有“机器人技术与系统”

国家重点实验室，公司与 HRG 的战略合作将获得顶尖技术支

持，更名为“哈工智能”将长期受益于品牌价值。 

 天津福臻在白车身焊接生产线领域具备竞争优势。公司以 9 亿

元现金收购天津福臻 100%股权事项已于 2017 年 5 月完成，天

津福臻承诺 2016-2019 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4323、6051、7134、

8178 万元，业绩增长驱动因素包括：第一，汽车柔性焊装线新

增车型市场空间巨大。公司有近二十条焊装线在运行，大部分

为四到六个车型混线，目前仅上一到两个车型，后续选择福臻

承做项目的概率较高。第二，福臻是国内第一家掌握铝车身联

接技术的专业公司，车身轻量化是新能源汽车提高续航里程的

主要手段之一，而采用全铝车身是当前阶段的主流方案，公司

有望凭借铝车身焊接领域的技术优势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扩

张过程中充分受益。第三，一带一路助推公司项目出海。近两

年，福臻在伊朗、埃及、俄罗斯、印度等地海外项目产值已经达

到 7000 万左右，福臻在国内实现量产的车型焊装线有望复制到

汽车公司同类型海外产线。 

 公司制定五年发展规划，聚焦三大主业。高端装备制造方面，

将在巩固天津福臻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完成产业链纵向延伸，依

托哈工大在机器人领域的技术优势，同时以内生性增长与外延

式发展的方式，积极向汽车行业以外的应用场景延伸。机器人

平台方面，将整合各类资源以提供一站式系统集成服务。人工

智能机器人方面，公司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加强机器视

觉及协作机器人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 

 风险提示。并购和业务整合风险；机器人行业市场竞争加剧的

风险；国内外二级市场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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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们参加了哈工智能更名暨战略发布会，整理纪要如下。 

 

1、公司基本情况 

1.1 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前身为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成立于 1980 年，是改革开放后组

建的最早的股份制企业，1995 年 11 月在深交所上市，2007 年 1 月，公司完

成实际控制人变更，2017 年 8 月，公司前身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业将由氨纶及包履纱、房地

产等业务转型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科技地产、新材料四大板块。 

1.2 公司业绩情况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66 亿元，同比增长 45.74%，归母净利

润 3973.30 万元，去年同期亏损 3341.66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06 元。天津

福臻的股权收购于 2017 年 5 月完成，其 5-6 月业绩并表是公司中期收入大幅

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在报告期内转让了四川华亨、四川拓兴杰、四川信利汇

等三家数码通讯公司股权，获得了 5874.36 万元的投资收益，是中期净利润大

幅增长的主要因素。 

 

2、投资观点 

2.1 公司氨纶、房地产等传统主业承压，转型正当时 

公司氨纶产品覆盖 10D-1120D 等多种规格，广泛应用于外衣、内衣、运动护

具和医用绷带等领域，2017 年上半年，氨纶行业下游需求持续疲软，供过于

求造成产品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公司上半年氨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6 亿元，

同比下降 2.34%，公司通过打造高端品牌以优化产品结构，毛利率上升至

9.51%。2017H1 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8 亿元，同比下降 11.97%，

毛利率下降至 43.25%，公司调整了原“蜀都中心”项目存量写字楼销售战略，准

备向科技产业园、科技工程、技术研发实验室等科技地产方向转型。 

2.2 注入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基因，长期获利于品牌价值 

2016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双良科技与无锡哲方、无锡联创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以 32.4 亿元锁定价格转让公司 29.9%股权，无锡哲方、无锡联

创受让比例分别为 18.6%、11.3%，转让事项已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完成，无

锡哲方实控人乔徽先生和无锡联创实控人艾迪女土成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

人，艾迪女士担任公司董事长，乔徽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以上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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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人领域有丰富的行业资源与投资经历。其中，乔徽曾担任哈工大张家港

智能装备研究院任副院长，也曾在哈工大机器人集团（HRG）旗下多个子公司

担任要职，艾迪女士也曾主导过对哈工大机器人的投资，以上可以看出二人与

HRG 渊源颇深。2017 年 2 月，公司与 HRG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展

开战略、业务、人才等多层面合作。HRG 由黑龙江省政府、哈尔滨市政府、哈

工大于 2014 年 12 月共同投资组建，哈工大在机器人领域拥有 300 余项核心

技术及发明专利，拥有“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优势突出。

公司与 HRG 的战略合作将获得顶尖技术支持，更名为“哈工智能”将长期受益

于品牌价值。  

2.3 天津福臻在白车身焊接生产线领域具备竞争优势 

公司以 9 亿元现金收购天津福臻 100%股权事项已于 2017 年 5 月完成，天津

福臻成立于 1998 年，是国内较早从事自主开发汽车整车自动化焊接生产线的

厂家之一，在智能柔性总拼、高速传输和柔性切换系统、夹具高速柔性切换技

术、激光技术、包边技术、冲铆技术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主要客户涵

盖捷豹路虎、长安福特、上海大众、广汽本田、华晨宝马等国内外知名厂商。 

车身智能化柔性生产线通常由柔性车身总拼、柔性车身底板、柔性车身侧围制

造系统、柔性门盖制造系统等组成，天津福臻是少数几家能够全部提供以上四

大系统的整车车身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其中的柔性夹具切换系统，车

身高速传输系统，激光焊系统，机器人滚边系统等核心技术都由天津福臻自主

研发并大量实际应用。天津福臻承诺 2016-2019 年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4323、

6051、7134、8178 万元，如果顺利完成业绩承诺，利润复合增速将达到 23.68%，

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汽车柔性焊装线新增车型市

场空间巨大。公司目前有近二十条焊装线在运行，大部分为四到六个车型混线，

目前仅上一到两个车型，后续选择福臻承做项目的概率较高。第二，新能源汽

车等铝车身焊接技术提升市场竞争力。福臻是国内第一家掌握铝车身联接技术

的专业公司，拥有铝板铆接、激光焊、滚边等多项核心技术，仅捷豹路虎一家

高端汽车公司，福臻近两年已有 4 亿左右人民币的产值。车身轻量化是新能源

汽车提高续航里程的主要手段之一，而采用全铝车身是当前阶段的主流方案，

公司有望凭借铝车身焊接领域的技术优势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扩张过程中

充分受益。第三，一带一路助推公司项目出海。近两年，福臻在伊朗、埃及、

俄罗斯、印度等地海外项目产值已经达到 7000 万左右，在一带一路战略深入

推进的背景下，国内汽车公司海外布局呈现加速的态势，福臻在国内实现量产

的车型焊装线有望复制到汽车公司同类型海外产线。 

2.4 公司制定五年发展规划，聚焦三大主业 

公司近日公布了 2017-2021 年发展战略规划，确定了以“高端智能装备、机器

人解决方案平台、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三大主营业务的整体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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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装备方面，内生性增长与外延式发展并重。公司将在做大做强汽车白

车身焊装尤其是轻量化车身技术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白车身焊装的关联产品，致

力于形成白车身智能制造领域的产品链，加大对机器人本体和系统集成的开发

研究；公司一般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领域将依托哈工大的领先优势，加强对航

天航空、智能物流等板块产品的研发力度，在上述领域获得技术积淀后向国防

军工、海洋工程、轨道交通、建筑机器人等自动化智能制造业务领域拓展；高

端智能装备周边配套设备及零部件产品重点聚焦与汽车白车身产业链相关的

焊接控制器、焊枪、焊钳等配套关联产品的生产制造，力争在未来几年内实现

市占率领先，在此过程中，将有可能通过整合、收购优质机器人公司，提高工

业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进而带动周边关联设备及产品的销售。 

致力于整合机器人技术资源，打造一站式方案平台。机器人应用服务一站式平

台是集机器人及周边设备的销售、维修维护、技术应用及机器人再制造为一体

的平台，公司将整合国内、国外机器人技术资源，形成拥有机器人标准系统、

机器人周边设备、机器人维保、项目承接、技术合作、协助提供融资及金融服

务等业务板块的平台，从而为客户提供最优性价比的一站式系统集成服务。 

加大研发投入，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将通过与领先的技术公司合作，

投资、收购具有发展潜力的公司等方式，结合企业自身产业技术背景优势，持

续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与研发，积极寻找已有市场的人工智能替代方案，重

点加强机器视觉及协作机器人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 

 

3、调研问答环节 

3.1 公司智能制造的发展思路是什么？ 

第一，以现有白车身智能制造领域优势为依托，打造汽车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

的全产业链发展。第二，公司一般工业机器人装备规划中行业涵盖面广，包括

航天航空板块、智能物流板块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国防军工、海洋工程、轨道交

通、建筑机器人、食药妆等行业。第三，高端智能装备周边配套设备及零部件

产品，建立在公司智能板块现有的客户群体以及庞大的机器人一站式方案平台

带来的客户资源基础上，发掘能够提供稳定利润的零部件企业或产品。 

3.2 公司在汽车焊接领域的技术优势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天津福臻是国内较早专业从事汽车车身智能化柔性生产线综合解决方案的供

应商之一，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提供全方位、智能化和定制化柔性生产线综

合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在国内汽车车身智能化柔性焊装生产线细分领域技术

领先。 

3.3 公司是否有后续资产注入或并购计划？并购的方向在哪些领域？ 

公司未来产业投资与战略并购将重点关注高端智能装备、机器人一站式方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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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三大主营业务发展。依靠公司智能制造的产业背景和优

越的资产管理能力，提升公司市场核心竞争力。 

3.4 公司与中南控股合作的初衷及后续计划有哪些？  

公司与中南控股共同出资设立南通中南哈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这

是在政府的产业政策指导下，合资双方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采用

建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开展机器人产业园区的合作，引入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合作开发建筑机器人等，对产业园区进行整体定位规划、开

发建设、招商、产业落地和运营管理。 

3.5 请介绍一下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 

从优化产业整体布局着眼，通过上市公司内生式发展继续布局各类具有较好盈

利能力的业务，同时寻求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战略入股、收购一些相关领域高成

长性的企业，落实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 

3.6 请问未来公司整体战略是机器人吗？或者说其他工业装备领域? 

公司战略定位为“通过做优、做强、做大哈工智能，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

用，为中国智能制造奋勇担当”。根据公司战略规划（2017-2021），公司确定

了以“高端智能装备、机器人解决方案平台、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三大主营业

务的发展战略。 

 

4、风险提示 

并购和业务整合风险；机器人行业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国内外二级市场系统

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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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承诺 

崔国涛，北京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硕士，曾就职于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2011 年至今于公司研究部

担任行业研究员，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师，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

来自合规公开渠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专业与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

研究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承诺。 

国开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短期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20%以上； 

推荐：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20%之间； 

中性：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回避：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长期股票投资评级 

A：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涨幅在20%以上； 

B：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涨跌幅在20%以内； 

C：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跌幅在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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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

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本报告所载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不构成所涉及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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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法律责任。客户（投资者）必须自主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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