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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94                           证券简称：蠡湖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7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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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颙良 董事 在国外出差 王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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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蠡湖股份 股票代码 30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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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君 王思文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经济开发区华谊路 2 号 江苏省无锡市经济开发区华谊路 2 号 

电话 0510-85618806 0510-85618806 

电子信箱 zqb@chinalihu.com zqb@chinali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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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279,582.77 520,044,139.77 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492,127.73 58,803,471.98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55,460,595.39 57,371,842.11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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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877,967.89 53,086,885.85 84.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6 -19.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6 -1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2% 9.29%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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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492,672.02 2,000,375,557.02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75,299,203.39 1,126,726,094.28 4.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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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蠡湖至真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75% 74,814,280 74,814,280   

无锡金茂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0% 15,938,903 15,938,903   

苏州国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3% 6,745,488 6,745,488   

英飞尼迪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3% 6,745,488 6,745,488   

王晓君 境内自然人 2.96% 6,383,410 6,383,410   

江阴安益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 6,375,561 6,375,561   

芜湖瑞建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1% 5,396,390 5,396,390   

邹毅林 境内自然人 2.37% 5,100,449 5,100,449 质押 1,800,000 

王利军 境内自然人 2.22% 4,781,670 4,781,670 质押 4,615,291 

扬州经信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 4,496,992 4,496,9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无锡金茂与扬州经信均系西藏金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2）江阴安益

与芜湖瑞建均系上海安益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3）苏州国发与东方汇富

均系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控制的企业（4）王晓君与蠡湖至真

的董事长及股东王洪其系父女关系、与蠡湖至真的股东徐建伟系夫妻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自然人股东周开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账户持有 559700 股，合计持有 559700 股；（2）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中，自然人股东崔为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05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账户持有

276346 股，合计持有 536846 股；（3）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自然人股东李鸿钧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账户持有 248198 股，合计持有 248198

股；（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自然人股东徐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

过投资者信用证账户持有 186400 股，合计持有 1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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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一直致力于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为压气机壳、涡轮壳及其他产品。报告期内，公

司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进入霍尼韦尔（盖瑞特）、三菱重工、博格华纳、石川

岛播磨、博世马勒（博马科技）等全球知名涡轮增压器制造商的合格供应商名录，并与之形成了持续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依赖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和客户优势，建立了稳定的采购、生产及销售模式，目前，公司已成为全球涡轮增

压器关键零部件的核心供应商之一。 

    近年来，公司适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积极向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领域延伸，并已成功交付客户霍尼韦尔（盖瑞特）

氢燃料电池核心配套组件，应用于HONDA的CLARITY新能源汽车制造项目；同时，公司还与国内氢燃料电池生产商共同合

作开发氢燃料电池关键零部件项目，为后续进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储备相关的专业技术与制造经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327.96万元，同比上升8.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49.21万元，同比上升

4.57%。截止到2019年0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200,149.27万元，与期初相比上升0.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17,529.92万元，与期初相比上升4.31%。报告期内，公司压气机壳业务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1.11%，略有下滑，涡轮壳业务

销售收入同比上升71.20%，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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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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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

口径产生影响，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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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