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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6                           证券简称：锐奇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8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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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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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奇股份 股票代码 3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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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秀兰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茸路 5 号  

电话 021-57825832  

电子信箱 300126@china-k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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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62,239.22 259,858,608.09 1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864,874.76 1,416,353.98 -1,22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6,638,874.08 1,042,091.20 -1,69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610,008.83 31,008,005.83 108.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 0.005 -1,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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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 0.005 -1,1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 0.1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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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373,890.97 1,282,456,480.12 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3,290,121.62 1,039,154,996.38 -1.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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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厅 境内自然人 26.65% 81,000,000 60,750,000   

上海瑞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7% 43,072,128 32,304,096 质押 24,350,000 

吴晓婷 境内自然人 3.95% 12,000,000 0   

应媛琳 境内自然人 3.92% 11,900,000 0   

应业火 境内自然人 3.13% 9,500,000 0   

彭皓喆 境内自然人 1.42% 4,323,400 0   

吴晓依 境内自然人 0.92% 2,800,000 0   

朱明徽 境内自然人 0.46% 1,385,000 0   

袁东红 境内自然人 0.43% 1,320,000 0   

王瑞琴 境内自然人 0.38% 1,148,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明厅与应媛琳为夫妻关系，吴晓依、吴晓婷为吴明厅和应媛琳之女，应业火

为应媛琳之父，瑞浦投资为吴明厅控制的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袁东红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2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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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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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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合理配置资源，提升内部管理，加快现有产品升级

和新产品的开发，调整营销管理，加大海内外市场的开拓和巩固，进一步提升品牌优势和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826.22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增长14.78%；其中，实现外销业务销售收入19,414.27万

元，同比去年同期增长11.14%；实现内销业务销售收入10,275.09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增长22.62%。 

报告期内，发生销售费用2,518.68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增加36.19%；发生管理费用2,470.08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增加

11.00%；发生财务费用-532.13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减少196.13%；研发投入1,241.10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增加15.83%；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675.52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增加584.43%。 

报告期内，在国内大量工厂向农村地区转移、房地产也向三、四级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司全面优化了营销管理策略，

对销售渠道及产品进行重新规划与布局。在客户管理方面：公司在进一步加强与优质老客户合作的同时，新客户的大力开发

取得良好的成果，并对新客户的首次合作给予了较大的扶持政策；在产品管理方面：公司重新规划了产品线，适时调整部分

产品价格、加快新产品升级研发，受上述现阶段营销举措的影响，报告期的销售毛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7.33%，公司产品在

新市场的占有率稳步提升。同时，由于报告期美元平均汇率较上年同期下降，在美元销售价格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外

销售毛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7.16%。 

报告期内，根据销售政策，公司增加了一批销售拓展人员，大力开拓分销客户群体，并大量进行品牌形象店建设，为形

象店配套了免费的陈列产品及货架，大幅增加了销售费用。 

报告期内，由于国内市场促销以及国外销售美元汇率波动等因素导致综合销售毛利率下降，同时由于销售费用以及计提

的资产减值准备增加等因素，公司最终实现利润总额-1,853.57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减少4,005.91%，实现营业利润-1,869.33

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减少3,093.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86.49万元，同比去年同期减少1,220.12%。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既定的2018年度经营计划，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1、品牌及渠道建设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参展了第三十二届中国国际五金博览会，持续加大对品牌主题“匠心质造”的宣传，同时在全国部分省份

召开品牌推广会议，大力开拓及打造品牌形象店，推出新型手电钻、锂电电钻、100型大功率小角磨、云石机等专业电动工

具新品。持续开发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及分销客户群体，开拓增加多元化渠道客户群体，线上线下联合推广产品，树立品牌形

象，增加品牌曝光率；继续开展全国专业市场路演活动，增加客户及用户的品牌粘性，同时继续在全国设立专业的售后服务

点，提升品牌服务。为了拓展及开发新型终端渠道，设立大用户客户服务部门，针对大型用户单位、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持

续加大推广力度和品牌宣传。 

2、电动工具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既定计划，完成了吹风机、升级款角向磨光机和修边机的研发工作，轻型电锤系列和经济型角向磨

光机已经开始试产，锂电角向磨光机和20V锂电电锤、经济型钢材切割机已经进行小批试制，经济型云石机、电圆锯、电钻

和锤镐系列等新项目也进展顺利，同时公司其他优势产品也在同步进行中。 

报告期内，基于集成产品开发体系，公司优化了新产品开发流程，加大新项目管理力度，提高新品研发效率，减少新品

开发浪费，增加新产品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优化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顺利推进，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

利并被受理11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授权专利17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

专利11项；已授权的专利将有效保护公司的研发成果，并能有效巩固公司的产品技术领先优势，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电动工具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参与起草了相关电动工具国家标准。 

3、生产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系统升级等方式优化内部流程及供应链的协调，改进部分自动化生产线，加强生产效率及对产品品

质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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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从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引进了部分管理和技术型人才，对多个部门和岗位进行了调整，同时也加强了企业

内部竞争和人才储备。 

4、工业智能化、信息化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基金未新投项目，目前，产业基金已投资的项目均正常运行中。 

5、其他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持续推进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继续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严格规范各部门各岗位按照相关规章制度

和业务流程操作和执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内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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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吴明厅       

  2018 年 0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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