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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0                           证券简称：先导智能                           公告编号：2019-084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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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导智能 股票代码 30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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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裕丰 缪龙飞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锡路 20 号 

江苏省无锡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锡路 20 号 

电话 0510-81163600 0510-81163600 

电子信箱 yufeng.li@leadchina.cn longfei.miao@lead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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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188,256.12 1,440,294,957.79 2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2,802,127.62 326,892,488.18 2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384,780,387.72 326,261,311.61 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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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3,737,610.02 -721,375,905.07 125.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55 0.3713 19.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55 0.3713 19.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2% 11.79%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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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3,127,144.21 8,425,611,999.92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05,586,330.09 3,442,334,234.90 4.7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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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欣导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09% 274,080,861  质押 56,000,000 

石河子市嘉鼎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4% 88,503,241    

无锡先导电容
器设备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2% 43,383,848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0% 43,164,852    

王德女 境内自然人 2.60% 22,884,844 21,024,579   

李永富 境内自然人 1.27% 11,235,258 10,512,289   

新加坡政府投
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6% 9,379,965    

UBS AG 境外法人 1.03% 9,091,886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

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0% 8,816,279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互联网

加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9% 6,929,0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拉萨欣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嘉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无

锡先导电容器设备厂受同一控制人，即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燕清控制；2、王德女

和李永富是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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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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锂电设备业务增长明显，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因。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年初制定的2019年度工作

计划，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86,118.83万元，同比增长29.22%，锂电池生

产设备收入占比83.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280.21万元，同比增长20.16%。一方面系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行业

的支持，公司下游的锂电池市场日益繁荣，带动了公司锂电池设备的订单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公司已经收购泰坦新动力100%

股权，泰坦新动力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与泰坦新动力同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公司的锂电池前端、中端生产设备

制造业务和泰坦新动力的锂电池后端生产设备制造业务能形成较好的业务协同，延伸了公司锂电池生产设备业务链，提升了

公司的业务规模，构建新的盈利增长，增厚了公司业绩。同时公司不断加强核心技术研发，不断巩固和开拓市场，为销售规

模和利润高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1）完善营销网络，提高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产品的口碑建设和推广，对内加强销售团队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对外巩固现有客户基础，继续加

大营销和品牌推广力度，其中，公司生产的高端锂电池设备已获得高端客户特别是海外客户的认可。 

（2）加大研发力度，实现技术进步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向高端新能源装备领域发展。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研发人员1365名，研发团

队组织架构明确，功能清晰，有助于提升公司研发与创新的效率。目前公司在高端锂电池生产设备、光伏配套生产设备、3C

智能检测设备及电容器生产设备领域均具有较成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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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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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