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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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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莱克 股票代码 30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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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XIU SHAN（单金秀） 洪叶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孙武路 1028 号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孙武路 1028 号 

电话 0512-66590361 0512-66590361 

电子信箱 stock@slac.com.cn stock@slac.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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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780,886.94 282,704,273.46 3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328,375.62 55,562,486.52 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6,620,573.89 53,043,996.93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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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2,375.40 -108,615,627.92 100.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8 -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8 -3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6% 5.11%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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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923,912.09 1,633,219,979.10 1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7,791,901.85 1,020,809,512.42 -5.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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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莱思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9.44% 335,605,994 0 质押 184,250,00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四川信托－

斯莱克股票投资

单一信托计划 

其他 2.39% 13,504,660 0   

苏州索香兰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12,127,248 0 质押 8,38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2% 11,964,600 0   

苏州市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7% 9,450,000 0 质押 9,449,900 

深圳市恒泰华盛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盛世37号私

募基金 

其他 1.48% 8,357,292 0   

苏州斯莱克精密

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29% 7,286,989 0   

苏州智高易达投

资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 6,788,514 0   

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兴业信

托－斯莱克 2 号

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2% 6,317,946 0   

黄刚珍 境内自然人 0.72% 4,075,78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科莱思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此外，上述股东中，苏

州市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证券账

户；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信托—斯莱克 2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公司 2017 年实施的一期和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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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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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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上下团结合作、齐心协力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078.09

万元，同比增长34.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32.84万元，同比增长8.58%。 

1、持续研发投入，坚持科技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研发投入，注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技术人员280名，其中博士3名，硕士81名，

2019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1,182.40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3.11%。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43项，其中发明专利40项。 

2、积极参加行业包装展会，拓展全球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加国内外举办的金属包装展会，分别参加了Cannex & Fillex de las Americas展会、Cantech Grand 

Tour展会、ChinaCan展会、Latam Can展会、ADF Paris展会、IMDPA展会；通过参展让全球的客商来了解公司，了解公司的

产品，在行业内提升了公司的品牌知名度，推动了公司业务向全球市场拓展。 

3、苏州先莱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投资项目 

2019 年 3 月 28 日，先莱汽车控股子公司新乡市盛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凤泉区政府组建的凤泉区新能源圆柱型

钢壳及其精密结构件产业园项目产业基金（第一期，资金规模3亿元）首次款项2,000万元，现拟正式启动第一期新能源电池

钢壳项目《年产30亿只圆柱型动力电池钢壳项目》。 

4、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结项 

2016年，公司完成了非公开股票发行工作。共发行7,957,176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43.1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43,272,573元。 

高速数码印罐设备制造项目累计投入13,461.77万元，节余募集资金3,021.79万元，该项目于2018年5月31日完成，并于

2018年6月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2018年6月底，“高速数码印罐设备制造募投项目”专户收到一笔利息收入72,100元，公司实际永久补流3,029万元）。 

高速精密自动冲床制造项目已于2019年5月30日建设完毕且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2019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的议案》。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该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0.05万元转入

公司其他账户。至此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结项，公司于7月17日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 

5、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9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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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公开发行

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期限6年，用于易拉罐、盖及电池壳生产线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2019年7月10日，公司召开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 

6、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及其他员工的积极性，公司已实施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2014年股票期权、2016年股票期权、

2017年股票期权、2019年股票期权。各类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能够极大

地激发员工的潜力和创造力，加强企业凝聚力，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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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 5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

会计 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 时上市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2）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2018.12.31/2018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65,783,476.43  0.00  -365,783,476.43  

应收票据 0.00  4,538,362.00  4,538,362.00  

应收账款 0.00  361,245,114.43  361,245,114.4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0,448,953.33  0.00  -140,448,953.33  

应付票据 0.00  0.00  0.00  

应付账款 0.00  140,448,953.33  140,448,9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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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智慧能源有限公司2019年2月已出售，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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