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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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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莱克电气 60335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平平 胡楠 

电话 0512-68253260 0512-68415208 

办公地址 苏州新区向阳路1号 苏州新区向阳路1号 

电子信箱 lexy@kingclean.com lexy@kingclea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683,798,185.64 4,473,670,439.16 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933,079,383.04 2,781,768,832.04 5.4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708,924,207.46 291,118,124.64 1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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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营业收入 2,794,662,280.91 2,821,957,235.50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5,840,010.37 204,380,116.69 1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873,642.85 194,974,810.76 1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3 6.12 增加2.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1 15.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1 15.6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92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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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6.63 146,880,000 

  

无 

  

GOLDVAC TRADING LIMITED 
境外法

人 
28.00 112,300,000 

  
无 

  

倪祖根 
境内自

然人 
16.33 65,489,949 

  
无 

  

苏州立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9 14,400,000 

  

无 

  

闵耀平 
境内自

然人 
2.69 10,795,226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57 2,305,061   无   

周华明 
境内自

然人 
0.26 1,036,800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沪 

未知 0.26 1,036,795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6 1,027,308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21 836,351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GOLDVAC TRADI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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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立达投资有限公司、倪祖根为一致行动人。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经济环境虽复杂多变，但莱克践行为顾客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坚持产

品研发的独特性和领先一步的创新战略，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年度经营战略：内销外销，自主

品牌和贴牌生产“双轮驱动”；线上线下，传统渠道和新兴渠道“渗透发展”，以消费者需求

为导向，打造高品质生活的“产品生态链”，不断拓展渠道，强化企业管理，持续推动公司主

营业务的稳健发展。第一季度，受美国市场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5 亿元，同比减少

6.71%；第二季度，实现了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89 亿元，同比增长 5.61%；2019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95 亿元，与去年上半年基本持平，同比减少 0.97%，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的净利润 2.36 亿元，同比增长 15.39%。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外销收入占 63%左右，出口占比较大，有一定比例出口美

国，美国对中国 500 亿+2000 亿出口产品征收 10%～25%的关税，后对 3000 亿出口产品征收

10%的关税，这对公司的海外销售没有实质性影响，公司通过在越南和泰国投资建厂，首期项

目将于 10 月底开始生产产品。公司在东南亚设厂后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出口业务。 

2019 年上半年重点开展并推进以下工作： 

1、 打造高品质生活的“产品生态链” 

从设计、技术和用户体验三个方面塑造产品鲜明的“品牌个性”，即独特性，为自主品牌

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公司从五大方面构建高品质健康生活产品生态链：①环境清洁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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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魔洁立式无线吸尘器、吸尘机器人等；②空气净化及两季舒适类产品，如空净净化器、智

能空气调解扇、除湿机等；③水净化饮水健康产品，如台式免安装智能净水机等；④智能厨

房家电器产品，如智能破壁机、智能电饭煲等；⑤个人护理产品，比如水离子涡扇吹风机。

公司始终坚持“精品战略”，即设计创新+品类创新+科技创新+精密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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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营销战略转型以实现自主品牌销售快速增长 

（1）品牌传播 

从美誉度、知名度、品牌特性认知度三个方面全面提升莱克品牌地位。从传统媒体向互

联网自媒体新媒体转变；从传统广告向内容营销转变；内容从宣传产品向讲述生活理念、解

决用户痛点、再到产品解决方案转变；从文字宣传向短视频转变。 

品牌知名度方面：2019 年上半年，持续增加品牌推广费，在上海、北京等核心商圈投放

大量地铁广告。在北京南站、上海虹桥、南京站、苏州站等高铁枢纽，上海虹桥机场、西安

咸阳机场等投放大量巨幅灯箱广告。2019 年 4-5 月，美国大片《复仇者联盟 4》晶茂院线全国

各大城市映前贴片广告。在新媒体营销方面，近两年每年投入近千万费用在今日头条、腾讯

等新闻 APP 平台，曝光 3 亿次以上，在视频传播方面，抖音、西瓜、火山、快手等常态化传

播，莱克品牌知名度得到了大大提升。 

品牌形象及美誉度方面：莱克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建设，参与起草了《中国空气净化行业

消费白皮书》、《中国净水行业销售白皮书》，为用户科学选用相关设备作出了贡献，引领行业

的发展，2019 年公司获得了苏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清洁器具先进技术研究院”。莱克主力产

品获得了大量奖项，如 2018 年吸尘器中国红顶奖、空气净化器金鼎奖，中国家电艾普兰奖等

重磅奖项，魔洁产品因设计突出的优势还获得 2019 年德国工业设计红点奖。 

（2）销售渠道渗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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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全国市场覆盖率，优化代理商结构，培育新增长点；线下渠道下沉，自建渠道，大

力发展专卖店，发展县城一城一店，上半年，已开设了将近 50 家莱克专卖店；实施渠道转型，

一二线城市进驻高流量的购物中心，建立形象店，扩大品牌影响力；线上走专业化品类聚焦

路线，并积极引进发展优质网购代理，引入竞争优胜劣汰，实现线上业务倍增目标；加强线

下和线上的“双品牌定制”化营销合作，争取跨越式成倍增长；继续发力发展自主品牌和贴

牌的 B2B 业务。 

2019 年 3 月举办的“真生态·臻品质”HUAWEI HiLink 生态大会，发布了一款华为

智选生态产品——莱克智能循环扇，正是华为&莱克联手打造的智能循环扇，它凭借

“360°循环自然风”、“静音节能”、“轻松拆装易清洗”和“支持华为 AI 音箱控制”

等卖点，成为国货里的一颗新星。莱克的数码电机核心技术和人性化设计理念，加上华

为智能互联技术，强强联合，解决了夏天容易得空调病的痛点，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健康和舒适体验。 

3、继续大力发展出口业务，实现出口业务的可持续增长 

需求的分化、渠道的分化为创新带来了机会，从分化中找机会。抓住技术进步技术创新

的机会，通过产品创新去创造市场。通过创新前瞻性产品研发、各门类主流高价值产品研发、

新行业产品研发和新市场新客户开发，持续深化与大客户合作，实现出口业务的可持续增长。

对于美国市场，公司通过走出去，在东南亚（越南和泰国）设厂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出口业务。 

4、  运营精细化管理，强化阿米巴经营核算 

根据精益生产模式，因品制宜地实施多种形式的生产方式，以提升效率。继续推进“五

化”建设：生产自动化、物流信息化、信息集成化、人才专业化、环境绿色化。推行“设计

预防、量化控制”的质量管理模式，追求产品零缺陷。通过阿米巴经营核算，树立经营核算

观念，提高产品价值和定价水平，使“销售最大化”“成本最低化”，提高毛利率毛利水平，

实现合理利润和可持续发展。 

从当前情况看，虽然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具有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遇到了些困难，但

我们确信，长期来看，人们对于品质生活、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永恒的，世界的技术进

步也是永恒的，我们必须从消费分化中找到消费升级的趋势“洞察新需求”，把握技术进步的

趋势，致力研发前沿技术和科技创新，以“创造新需求”。我们将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品牌建

设抓内需，一手抓外需抓出口，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自强不息。公司有信心在当前的

经济困难时期，通过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赋予企业增长的新动能，以实现新时期新的发展。 

莱克以中国智造为己任，矢志匠造新国货精品，通过不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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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提升中国家居生活品质作贡献。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莱克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