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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3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2019-039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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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泰电源 股票代码 3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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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晓华 徐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天辰路 1633 号 上海市青浦区天辰路 1633 号 

电话 021-69758010 021-69758012 

电子信箱 irm@cooltechsh.com xukun@cooltech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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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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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98,080,724.70 588,501,027.73 -1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948,268.91 17,030,665.81 -22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5,306,437.72 10,370,771.87 -344.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738,234.75 20,703,207.98 -44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6 0.0532 -22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6 0.0532 -22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1.7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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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921,669.79 1,634,781,456.04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0,953,578.91 957,986,411.10 -3.8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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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泰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6.20% 115,840,000 0   

新疆荣旭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7% 32,529,600 0   

汕头市盈动电气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0% 12,805,800 0   

姚瑛 境内自然人 1.56% 5,000,000 0   

许乃强 境内自然人 1.06% 3,397,600 2,548,200   

吴剑 境内自然人 0.58% 1,856,3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3% 1,691,600 0   

陈晖 境内自然人 0.50% 1,600,055 0   

陈继红 境内自然人 0.44% 1,400,000 0   

顾萍 境内自然人 0.37% 1,182,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股东姚瑛女士为科泰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0%以上股东严伟立先生配偶的兄弟姐妹； 

2、股东许乃强先生为汕头市盈动电气持股 30%股东、监事许乃壮先生的兄弟姐妹；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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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8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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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加大市场拓展力度、紧抓项目执行效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在低迷

的市场环境下，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98亿元；由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公司部分控股

子公司业绩亏损，以及公司投资收益为负等因素，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净利润出现亏损。 

电力设备业务板块，公司继续稳固和拓展国内核心行业市场，紧抓项目落实；抓住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的发展机遇，积极

开拓第三方IDC建设项目的合同签订和交付，大力拓展数据中心机房备用电源市场，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占有率；重视国外市

场渠道拓展，继续推行“多品牌、多渠道”的市场策略；利用新加坡子公司在东南亚地区的品牌影响、语言文化和区位优势，

加大力度拓展机组业务；通过与海外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商和海外电信运营商的合作，带动混合能源系统产品出口；利用逐步

完善的海外销售渠道，进一步巩固东南亚、中东、非洲、澳大利亚、南美、东欧等地区的市场成果；推进精品工程项目，进

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继续加强新能源领域产品的应用开发，多个项目研发取得阶段性成果；在技术创新的同时，

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积极进行专利申报和商标注册，专利数量取得大幅增加，商标注册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司的

品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加强投标前的风险评估，加强成本核算，保证合理利润及合同执行过程的风险控制；加强应收

款小组的人员力量，将应收款管理和催收纳入日常管理工作中，加大对应收款的催收和考核力度；进一步加强库存管理，库

存有所下降，周转率明显提升。 

新能源汽车业务方面，捷泰新能源加大力度维护和开发集团客户，与DHL、申通、圆通、中国邮政等大的集团客户建立

合作关系，联合精虹科技及长安、东风等整车企业在车辆定制方面形成战略合作，顺应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变化，在原有的

新能源物流车的基础上，开发出六座MPV乘用车型长安欧尚长行EV，为网约车应用场景提供有竞争力的车型产品，将业务重

点转向车辆销售业务，实现业务形态多元化；精虹科技与长安汽车共同开发的V3、V5纯电动厢式物流车、长安欧尚长行乘用

车及与东风特汽合作开发的凯普特轻卡车型已开发完成，取得公告和相关目录，并投放市场，形成了具有性能和价格优势的

系列化产品，同时开展储能产品的研发，将BMS技术应用于通信、商业、工业等储能电站领域，丰富精虹科技相关产品的应

用场景，加速储能应用市场的拓展进程。 

投资业务方面，智光节能基于对总体经营环境的判断，智光节能采取稳健的经营策略，以前期投建项目的运营为主，控

制新增投资项目；受下游客户行业景气度回落，前期项目效益分享期陆续完毕，以及投资项目亏损等因素影响，智光节能经

营业绩出现亏损；平陆睿源由于项目进度慢于预期、固定资产规模较大等因素影响，在产能未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经营面临

较大压力，出现较大幅度亏损，公司已于2019年7月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平陆睿源股权的事项，后续将重点推进

股权出售事项的落实工作，以减少对公司总体业绩的影响；大众小额贷款公司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小额短期贷款，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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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拍房贷、金领贷等新的业务模式。今年上半年，小贷公司积极拓展业务，严格控制风险，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了

良好的经营业绩，为公司利润的实现提供了较好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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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83,792,146.42 
应收票据 18,299,605.86 

应收账款 465,492,540.5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30,314,883.79 
应付票据 133,181,149.15 

应付账款 197,133,734.64 

资产减值损失-合并 10,286,711.39 资产减值损失-合并 -10,286,7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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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