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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0                           证券简称：江苏雷利                           公告编号：2018-078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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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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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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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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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雷利 股票代码 30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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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达 潘俊闵 

办公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塘路 19 号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塘路 19 号 

电话 0519-88369800 0519-88369800 

电子信箱 sd0039@leiligroup.com pjm0569@leiligroup.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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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32,145,352.98 971,551,487.15 1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5,104,376.20 127,692,189.72 -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5,254,537.24 129,600,789.69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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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610,993.79 72,093,912.53 -47.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 0.94 -32.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 0.94 -32.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6% 14.17% -8.5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912,131,244.95 2,862,967,237.22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28,824,674.32 1,990,706,022.66 1.9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05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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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雷利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64% 69,060,559 69,060,559 质押 21,377,600 

佰卓发展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8.26% 51,853,914 51,853,914   

常州合利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5% 8,720,310 8,720,310   

常州利诺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2% 6,823,217 6,823,217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信

托成泉汇涌八期

金融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97% 3,621,774 0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信

托鑫涌成泉金融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32% 583,510 0   

深圳市星森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星森二期私募基

金 

其他 0.29% 534,834 0   

吴军 境内自然人 0.26% 485,563 0   

深圳市星森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星寰 9 号私募基

金 

其他 0.24% 448,740 0   

黄亮 境内自然人 0.16% 292,02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苏建国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雷利投资控制公司 37.64%的股份，通过佰卓发展

控制公司 28.26%的股份，通过利诺投资控制公司 3.72%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69.62%

的股份。李逸平先生是合利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苏建国先生配偶的兄弟姐妹的配

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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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深圳市星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星森二期私募基金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34,834 股，合计持有 534,834 股；股东深圳市星森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星寰 9 号私募基金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448,740 股，合计持有 448,740 股；股东黄亮通过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2,025 股，合计持有 292,025 股；股东深圳市星森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星森一期基金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233,040 股，合计持有 233,040 股；股东陈虎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50,883

股，还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5,800 股，合计持

有 196,683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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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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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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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主要从事家用电器微特电机及智能化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

变化，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214.5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净利润11,510.44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9.86%，其中，由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汇兑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

2,709.47万元，若扣除此因素，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8.18%。公司凭借对成熟产品的

不断优化以及方案组件化新产品的不断推向市场，使得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较为明显，但是受到整体原材料

价格上升、人力成本上升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影响，使得整体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降低。 

公司紧紧围绕2018年初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突出

重点，狠抓落实，通过深化产品结构、品牌战略、市场结构调整，加强管理，开源节流，开展如下工作： 

1、销售方面  

公司采用“广度覆盖、结构优化、创造增值”的国内外营销标准，公司不断加大新品量产和市场推广

工作，使得冰箱电机及组件销售同比大幅增长54.97%；在汽车零部件配套领域方面，公司凭借控制和电机

一体化技术优势，进一步开发新的客户和市场，使得汽车精密冲压件及电子水泵销售同比增长20.25%，并

且已经与麦格纳、德尔福、TRW及浙江科力等新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公司定位为客户的方案解决

专家，积极参与客户新产品的同步开发工作，使得方案组件化产品的销售同比大幅增长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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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方面  

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全自动步进电机生产线，已获得“常州市机器换人”政策扶持，获得了工信部颁

发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报告期内ES-Andon 生产

执行系统、MES生产信息系统以及物料条码系统已经全部上线运行，及时高效的数据采集与报告系统，引

领公司从劳动密集型向智能化制造转型。 

随着公司智能制造战略规划的推进，公司不断加大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和投入，同时不断升级智能制造

能力，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半成品的自动化生产覆盖率已超过80%，公司工程中心在去年成功研发出首条自

动装配线的基础上，今年继续投入7-9条全自动装配生产线，预计在年末逐步测试并投入使用，将大量节

约装配的人工需求。 

3、新产品研发方面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有效授权专利456项，其中发明专利51项、实用新型专利373项、外观专利32

项。2018年上半年新增专利47项；公司不断加大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同比增加24.95%，

公司开发的电子水泵系列等新产品，凭借控制和电机一体化技术优势，已经成功在新能源商用车（大巴车、

物流车等领域）量产，另外开发的几款电子水泵用于乘用车领域，已完成客户测试验证通过，处于量产投

入阶段；节能电机及泵产品项目由于项目相关技术工艺变更，目前在客户处进行测试阶段。家电智能化组

件项目已经处于小批量产50多万台。公司建立了产品经理内部协同研发模式，穿透横隔在企业内部的、严

重制约企业发展的部门墙，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策，提高了产品研发效率，最短时间内满足了客户的

需求。 

4、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BPM系统，进一步整合CRM、PLM、ERP、MES、SCM、WMS、BI等系统的全面集成应用，

初步实现了公司内外部的协同，进一步加快了公司向智能制造方向转型升级的进程，提升了公司的管理水

平、提高了公司的业务效率、增强了公司的管理创新的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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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本公司合并范围包括母公司及8家子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财务报

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已吸收合并常州宏利电机有限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美国雷利电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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