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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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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柏科技  股票代码 00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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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海波 李海燕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3099 号中国储能

大厦 56 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

厦 56 楼 

电话 0755-28588566 0755-28588566 

电子信箱 board@rapoo.com board@rapo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及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为从事消费电子产品研发、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无线你的生活”及“智

造游戏快乐”的产品服务，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公司品牌RAPOO在海内外市场上业已积累一定的口碑与影响力；同时在制造

业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人工红利逐渐衰退的背景下，公司凭借着此前在制造领域多年的沉淀，为商业客户提供工业自动化

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提供的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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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游戏V系列，主要为游戏玩家及爱好者提供无线游戏、电子竞技游戏产品；涵盖游戏鼠标、游戏键盘、游戏耳机、游

戏手柄等多个品类产品，研发定制游戏外设专属芯片、轴体、微动等部件；践行用中国“智”造为玩家打造游戏快乐。 

②无线系列，秉承无线概念碰撞未来生活需求的理念，以技术创新及细节制胜的产品风格向全球用户提供覆盖鼠标、键

盘、音箱、耳机、手柄与移动周边各类产品，其中多模产品，满足用户“手机平板电脑电视，一键切换操控”，致力打造一个

有趣友好的用户体验。 

③自动化和集成应用服务是基于商业客户的需求，为其定制化工厂智能化综合方案，并予以实施落地，项目包括：智能

物流解决方案，智能仓储解决方案等。 

2.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营销策略采取以销定产、订单驱动的经营模式，销售是公司生产经营的中心环节，采购、研发、生产围绕

销售展开。 

①销售渠道 

公司销售工作采用线上线下联动营销，多渠道销售模式。公司RAPOO品牌成立初期，稳扎线下渠道布局全球市场；随

着电子商务和物流管理行业的发展，公司以满足终端客户消费习惯转变为出发点，较早的同步了线上渠道，形成线上线下互

补以增加客户的忠诚度以及消费的便易性。 

 

②供应链管理模式 

公司采购管理工作主要分为三大步骤：供应商承认导入、采购执行，供应商后续管理。采购部门根据业务发展需求，进

行市场供应商筛选，通过包括招标等多种方式进行供应商集中式认证导入；再依据销售部门的订单需求，执行采购工作；后

续期间会周期性的通过质量、价格评估等多维度对供应商进行考核管理。 

③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工作以自主研发结合委外合作研究的方式，根据市场消费者需求、行业技术发展方向以及竞争策略的分析，引

导公司进行技术储备和产品开发。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业绩的驱动因素主要为产业需求及公司自身优势。 

①产业需求 

公司主营业务外设产品为消费电子行业，下游为PC及移动设备产品用户。近年来，随着电子竞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及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市场的爆发式增长，相应地催生并拉动了其周边产品消费电子细分行业的增长态势；同时应用

于日常办公场景下的外设产品需求，随着智能办公时代的到来，优化办公效率聚焦设备的革新升级，使得其仍保有一定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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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市场。 

 ②自身优势 

公司于2007年成立自有品牌，并于2008年迅速在国内市场铺开销售渠道；上市以后，坚持以自主创新和品牌全球化为发

展核心，逐步搭建全球营销渠道。截至到报告期末，公司前期的品牌推广工作，业已取得良好成效，雷柏（RAPOO）品牌

在国内外已树立一定的知名度，并在五十多个国家及地区铺设了一套结合线上线下完整的销售体系。得益于此，公司可进一

步释放品牌效应及渠道积累优势，探索在消费电子行业的多元拓展的可能性，实现公司业绩的稳步上升。 

（二）报告期内消费电子行业的发展阶段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报告期内消费电子行业发展阶段 

①游戏及电竞行业的发展催生的产业需求 

电子游戏以及电子竞技行业稳步增长态势，持续催生着PC端游戏外设产品市场的增量空间。根据Newzoo于2019年底发

布的调整2019年度全球游戏市场报告显示，其预估2019年度全球游戏收入1,488亿美元，同比上一年度增加7.2%；其中PC端

游戏收入接近706亿美元；同时预测2022年度全球游戏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896亿美元。另Newzoo于2020年2月份发布了《2020

年全球电竞市场报告》预计全球电竞产业收入将由2019年的9.51亿美元跃增至2020年的11亿美元，年同比增长15.7%；2020

年，电竞爱好者人数则将达到2.23亿，同比增长10.8％，其中中国将凭借3.85亿美元的总收入成为收入最高的电竞市场，比

2019年的3.26亿美元增长了18.0％；其次是北美（总收入为2.53亿美元）和西欧（总收入为2.01亿美元）。游戏与电竞行业的

发展衍生出对周边硬件的需求，进一步推动外设产品的市场的扩张。公司于2008年就开始推出游戏外设产品，旗下囊括电竞

VT与游戏V两大品牌系列，涉及无线游戏与电竞游戏两大领域，涵盖游戏鼠标、游戏键盘、游戏耳机、游戏手柄等多个品

类产品，研发定制游戏外设专属芯片、轴体、微动等部件，深受市场和用户的认可与好评。 

②全球消费电子行业的稳步发展 

近年来，基于消费电子产品制造技术的迭代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以智能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为代表的

全球移动设备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消费者群体持续扩大。根据Newzoo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移动市场报告》中显示，全球

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将在2019年达到32亿（同比增长8.3％），其中来自中国的用户达到了四分之一以上。随着全球移动设备

行业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消费者对移动设备产品使用程度与依赖程度不断上升，带动了移动设备周边产品细分行业快速发

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公司自成立品牌以来始终坚持无线概念碰撞未来生活需求的理念，以技术创新及细节制胜的产品风

格向全球用户提供覆盖高端无线鼠标、键盘、智能音箱、无线耳机、移动电源与其他移动周边产品。 

2.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目前现金流业务主要集中在键盘鼠标这两大类型产品之上，根据ZDC《电竞大趋势2019键鼠行业ZDC研究报告》表

明2019年键鼠产品在技术发展和电竞热潮的推动下，还是朝着无线化、电竞化的方向大步飞驰着。公司品牌在市场关注度上

位列前三，其中鼠标排名第三，键盘排名第二。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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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49,680,144.28 474,604,061.56 -5.25% 499,797,14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866,140.00 8,068,197.65 -2,254.96% 18,875,72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92,924,018.57 -25,329,394.59 -266.86% 7,968,4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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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493,316.91 -22,006,836.09 324.90% 315,743.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03 -2,133.33%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03 -2,133.33%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3% 0.68% -16.61% 1.6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06,403,316.10 1,311,800,714.96 -15.66% 1,301,305,22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2,842,120.02 1,180,239,648.33 -15.03% 1,178,968,373.0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7,787,768.57 96,801,714.38 79,416,388.71 155,674,27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07,468.88 -1,424,103.30 -5,348,643.80 -171,300,86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8,150.47 -4,835,250.79 -11,920,146.40 -75,490,47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29,805.16 -8,754,191.44 46,250,513.30 4,367,189.8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7,5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40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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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键电子（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39% 173,672,278 0   

黄春芳 境内自然人 0.32% 900,424 0   

钟祖祥 境内自然人 0.27% 777,400 0   

浙江九章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九章幻方青

溪 1 号私募基

金 

其他 0.17% 494,755 0   

金明 境内自然人 0.17% 484,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6% 452,233 0   

罗后良 境内自然人 0.15% 436,200 0   

方毅亮 境内自然人 0.14% 403,500 0   

龚燕东 境内自然人 0.13% 378,3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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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宏 境内自然人 0.12% 350,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钟祖祥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77,4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777,400 股；股东金明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84,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84,000 股；股东罗后良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36,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36,200 股;股东耿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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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50,1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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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曾浩
 

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余欣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 10%

61.3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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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概况 

2019年，基于游戏产业与全球移动设备市场不断增长所催生的消费电子行业增量空间，公司积极进行内部革新，：①进

一步释放前期累积的品牌效应、渠道优势，探索在消费电子领域多元化发展的可能；②调整制造模式：广泛挖掘市场资源，

积极引入能够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且具备短时间产出交付的外协生产供应商，加快市场反应速度，将生产委外，集中精力于

产品市场端与开发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968万元，同比下降5.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87万元，同比下降

2,254.96%。主要原因为：①公司聚焦品牌化，整合外部资源，采用外协生产的方式，导致产生较多的闲置资产，为盘活资

产且更加公允的展现公司财务数据，对前部分资产进行处置及进行资产减值处理，对当期经营业绩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②公司变更制造模式过渡期间，短期产能受到制约，无法满足订单所需，叠加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收入及毛利有所下降，

以及因上述事项，公司展开员工安置工作，涉及员工经济补偿，期间管理费用增加；③本期确认政府补助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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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回顾 

①品牌赋能，推进产品多元化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游戏以及移动设备市场增长带来的产业机会，进一步释放品牌效应及渠道资源优势，延续上一年度

内部规划进一步推动在消费电子行业多元化拓展的工作，全面推进委外生产业务，加快产品布局，从PC端扩展至移动端周

边，逐步进行包括无线耳机、TWS耳机、移动电源、拓展坞、无线音箱等多品类的产品储备工作，以满足市场消费者的多

样需求。 

②内部革新，变更制造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对委外生产业务进行多番探讨，并从经济效益，市场响应速度以及公司发展规划等多个维度进行

考量；逐步突破原有坚持的产品全部自研、自行制造的方式，在“工匠精神”与“经济效益”之间找寻新的平衡点，进一步弱化

自有产品自行制造的生产模式，广泛挖掘市场资源，积极引入能够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且具备短时间产出交付的外协生产供

应商，加速 PC 端周边产品升级，并从 PC 端周边延伸到对移动端周边、甚至更多元化的应用场景下的产品布局，以减少

机会成本，集中精力、资源强化产品开发，进行市场扩张。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业已初步完成制造外协与关闭自有产线所涉

的相关事项。 

③提升资产运营质量 

因公司转变制造模式，整合市场资源引入委外加工生产商，关闭自有制造生产线，导致产生大量闲置资产，为盘活资产，

提升资产运营质量，并且更加真实反映公司财务数据，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完成对就关闭自有工厂所涉及的资产处置工作，

对保留资产基于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经营业务已无使用价值资产根据实际资产情况、市场行情进行

清理；同时将闲置厂房予以对外出租，实现资产效益最大化。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计算机外设设备

制造 
333,596,412.82 39,445,961.18 11.82% -25.71% -55.27% -7.82% 

机器人集成项目 79,936,060.82 2,186,942.89 2.74% 364.00% -30.05% -15.4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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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1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

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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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等四项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前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②本公司于 2019 年 10月 3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

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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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

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本次变更仅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不

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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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1月2日，雷柏（香港）有限公司与Robert Johan Blankert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RAPOO Europe 

B.V.100%股权转让给Robert Johan Blankert,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已完成并自完成股权转让手续之日起不

再纳入合并范围； 

2、因Rapoo Europe BV股权处置不纳入合并范围，相应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Rapoo Deutschland GmbH自股权转让完成之日其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2019年5月29日，Zero Tech USA LIMITED完成了在当地所有公众机关的注销手续，自Zero Tech USA LIMITED完成所有

注销手续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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