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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7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1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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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柏科技   股票代码 00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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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海波 李海燕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锦绣东路 22 号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锦绣东路 22 号 

电话 0755-28588566 0755-28588566 

电子信箱 board@rapoo.com board@rapoo.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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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4,589,482.95 233,148,155.05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83,365.58 17,715,195.29 -8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13,401.26 5,586,472.68 -1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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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4,386.28 -18,612,630.11 9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1.49%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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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531,423.20 1,311,800,714.96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2,124,892.65 1,180,239,648.33 0.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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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键电子（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2.39% 176,501,079 0   

李峥 境内自然人 0.74% 2,091,714 2,091,714 质押 1,650,000 

黄春芳 境内自然人 0.35% 1,000,023 0   

张雪勇 境内自然人 0.25% 697,800 0   

潘建权 境内自然人 0.21% 600,000 0   

龚燕东 境内自然人 0.19% 540,517 0   

徐美意 境内自然人 0.18% 510,405 0   

方毅亮 境内自然人 0.18% 503,500 0   

金明 境内自然人 0.17% 485,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6% 454,93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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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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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张雪勇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7,8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697,800 股；股东潘建权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6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00,000 股；股东金明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8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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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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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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外设行业因PC电竞游戏带来的新机遇增速逐缓，存量市场竞争激烈，公司积极应对，围绕主业探索开

源节流、增效降费的方式，逐步调整业务结构，夯实基础。管理方面，推行信息化、扁平化运营管理，加快信息流的速率，

提高决策效率；财务系统、信息系统深入了解前端业务需求，以业务发展为导向，提供数据化、流程化支撑。业务发面，利

用在消费电子领域积累的良好品牌效应以及渠道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探索品牌多元化的可能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458.95万元，同比下降7.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8.34万元，同比下

降84.29%。业绩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为：①外设行业增速逐缓，存量市场竞争较大；②公司调整部分海外区域市场渠道合

作模式，过渡期间内，对收入有所影响；③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收入减少，且上年同期公司处置参股子公司增加投资收益，本

年无此影响；前述综合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上期有所下降。 

经营回顾： 

① 围绕主业，多维探索 

报告期内，公司主业外设业务，持续发力两大主线“无线你的生活”及“智造游戏快乐”。全面布局“无线多模”外设，含纳：

个性无线外设系列、高端MT办公系列，一个外设适配多台设备，满足用户“手机、平板、电脑、电视一键切换操控”的需求。

游戏电竞领域，涉及无线游戏与电竞游戏两大领域，涵盖游戏鼠标、游戏键盘、游戏耳机、游戏手柄等多个品类产品，研发

定制游戏外设专属芯片、轴体、微动等部件，产品深受客户喜欢。根据中关村在线出具的《2019年Q1键鼠市场ZDC报告》

中显示，雷柏键盘、鼠标在中国市场品牌关注比例分别以16.10%、16.90%位居第二。 

进一步夯实外设业务的同时，公司基于品牌、渠道以及工业设计等方面的多年积累，探索雷柏品牌在消费电子行业多元

拓展的可能性，从PC端扩展至移动端周边，逐步进行包括无线耳机、TWS耳机、移动电源、拓展坞、无线音箱等多品类的

产品储备工作，以满足市场消费者的多样需求。 

② 增效降费 

报告期内，公司推行信息化、较扁平化运营管理。通过前期搭建的包括：上游供应商管理SCM系统、生产制造管理MES

系统，客户管理CRM系统，产品管理PLM系统，人事薪酬管理HCM系统，运营管理BI系统在内的信息化体系，提升了公司

信息流动的高效性，并以系统数据监控各部门运营效率，为扁平化管理提供透明化的数据、信息支撑基础，进而提升公司决

策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对欧洲市场渠道合作模式做了一定的调整。公司于2011年开始搭建海外自主品牌的营销体系，并于次年

正式挺入欧洲市场。销售网络建设初期，公司投入较大的营销费用，不断加深与渠道商合作，以推广品牌，让产品广泛渗入

欧洲市场。截至报告期末，雷柏品牌外设产品已进驻欧洲主流渠道，并树立一定的品牌辨识度，基于前期积淀，公司在报告

期内转化与渠道商的合作模式，加强与一级代理商的合作，弱化对次级代理商的直接管控，推动对渠道商更加高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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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扩大渠道商利润空间的同时减少公司销售费用支出的不确定性。如此模式顺利发展，未来可降低公司的管理成本，减少

费用化支出，并且在目前经济、政治因素不稳定的大背景下，转换后的模式，利于加强对回款管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公司海外业务风险。报告期内，尚属于模式转变的过渡，中间存有订单切换期，因此对公司的收入、毛利均造成了一定的负

面影响。 

③ 持续加强工业设计、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是公司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和核心要素。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最新技术应用及市场、技术发展趋

势，持续开展对新技术的可行性研究；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引进和提升、加大研发投入、创造优良的技术开发环境、建设创新

机制；规范研发管理，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具备技术和产品储备优势。截至目前，累计拥有专利473

件，其中发明专利97件，美国pct1件，实用新型186件，外观专利18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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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

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等四项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和

要求，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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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雷柏（香港）有限公司与Robert Johan Blankert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RAPOO Europe B.V.100%股权转让

给Robert Johan Blankert,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已完成并自完成股权转让手续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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