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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0                           证券简称：江苏雷利                           公告编号：2019-078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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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雷利 股票代码 30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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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达 潘俊闵 

办公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塘路 19 号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塘路 19 号 

电话 0519-88369800 0519-88369800 

电子信箱 sd0039@leiligroup.com pjm0569@leili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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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168,505.03 1,132,145,352.98 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602,129.24 115,104,376.20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5,863,537.42 105,254,537.24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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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6,323,265.64 37,610,993.79 342.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1 0.449 2.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1 0.449 2.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5.66%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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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227,919.14 3,016,115,754.40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83,984,210.31 2,121,905,890.47 2.9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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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雷利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0% 96,684,783 96,684,783 质押 54,922,000 

佰卓发展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8.00% 72,595,479 72,595,479   

常州合利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1% 12,208,434 12,208,434   

常州利诺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8% 9,552,504 9,552,504   

#深圳市星森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星森二期私募

基金 

其他 0.50% 1,300,228    

吴军 境内自然人 0.32% 832,349    

#刘文其 境内自然人 0.16% 412,468    

#黄亮 境内自然人 0.16% 408,835    

#西安希格玛资

产经营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4% 360,000    

孙沛凡 境内自然人 0.13% 341,3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苏建国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雷利投资控制公司 37.3%的股份，通过佰卓发展控

制公司 28%的股份，通过利诺投资控制公司 3.68%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68.98%的股

份。李逸平先生是合利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苏建国先生配偶的兄弟姐妹的配偶。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深圳市星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星森二期私募基金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0,228 股，合计持有 1,300,228 股；股东刘文其通

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2,468 股，合计持有 412,468

股；股东黄亮通过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8,835 股，

合计持有 408,835 股；股东西安希格玛资产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0,000 股，合计持有 360,000 股；股东王永顺

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246,252 股，还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60,000 股，合计持有 306,25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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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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家用电器微特电机及智能化组件及汽车电机及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报告期公司

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016.8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89%；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11,860.2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4%，上半年世界贸易形势复杂多变，公司不

断优化成熟产品，加快方案、组件化新产品的市场推广，扩充新产品的应用领域，使得销售收入较去年同

期有所增长，报告期原材料价格和人力成本相对稳定，新产品逐步量产，自动化投入提升，使得整体毛利

较去年同期上升。 

     公司紧紧围绕2019年初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突出

重点，狠抓落实，通过深化产品结构、品牌战略、市场结构调整，加强管理，开源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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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

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

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时

间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

董事会审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2019年1月1日的资

产负债表影响调整如下：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5,000,000.00

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5,000,000.00元；（公司根据管理金融资

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对于之前以成本计量、在活跃市

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

量的，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的权益工具投资，将其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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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依据上述新金

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

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

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影响。  

金融资产。该项投资因自资产负债表日起

超过一年到期且预期持有超过一年，故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中列报。公司根据

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变更

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减少228,378.38元；交易

性金融资产：增加228,378.38元；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减少4,287,988.97元； 交易性金融

负债：增加4,287,988.97元。 

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 

董事会审批 详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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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调整。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

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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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成立越南雷利电机有限公司 

2019年5月成立柳州雷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19年5月成立浙江睿驰同利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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