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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3                                证券简称：新雷能                            公告编号：2019-064 

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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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雷能 股票代码 30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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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华燕 王文升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双营中路 139 号院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双营中路 139 号院 

电话 010-81913666 010-81913666 

电子信箱 webmaster@suplet.com webmaster@supl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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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922,787.28 199,588,509.50 8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741,200.95 20,988,247.05 3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895,258.66 17,571,493.84 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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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076,749.58 60,761,799.48 -65.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8 -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8 -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2% 3.70%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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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719,977.45 1,343,703,615.34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4,969,446.48 587,110,280.83 4.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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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彬 境内自然人 21.82% 36,043,238 36,012,473 质押 10,290,000 

郑罡 境内自然人 5.89% 9,735,835 9,735,835 质押 6,804,000 

邱金辉 境内自然人 4.75% 7,840,000 7,840,000   

白文 境内自然人 3.49% 5,763,940 0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9% 5,600,000 5,600,000   

上海联芯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 4,928,574 0   

李建新 境内自然人 1.82% 2,998,940 140,000   

北京坤顺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2,865,488 2,865,488   

水从容 境内自然人 1.70% 2,800,000 0   

北京红土嘉辉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0% 2,800,000 2,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红土嘉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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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领导和监督下，公司管理团队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工作方针和年度经营目标，勤勉尽

责地开展各项工作，通过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的不懈努力，经营业绩和公司资产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内完

成的主要工作有： 

（一）公司报告期的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致力于高效率、高可靠性、高功率密度电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

包括模块电源、定制电源、大功率电源及系统，产品在通信、航空、航天、船舶、军工、铁路、电力、工

控、广电等各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 

报告期公司总销售收入36,192.2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1.33%，其中2018年收购的永力科技收入并

入公司贡献9,569.85万元，不含永力科技的收入为26,622.4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3.39%。航空、航天、

船舶及军工电子领域实现收入16,777.57万元,与上年同期比较增长了88.90%，通信领域实现收入13,882.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比较增长了60.85%；报告期实现净利润2,775.42万元，与上年同期比较增长了32.24%。营

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子公司深圳雷能收入增加导致净利润增加所致。 

（二）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管理工作完成情况  

新产品开发：报告期继续保持了电源产品的研发投入，研制多个系列的高效率、高可靠、高功率密度、

大电流、数字化控制的模块电源（含IC封装的非隔离模块电源、厚膜混合集成电路工艺电源）、航空航天

及军用高性能高可靠定制电源/系统电源、5G用移动基站电源、高效率嵌入式电源及系统、铁路、船舶和

电力专用电源等；同时加大了对模块电源的表贴化工艺、低噪声技术、高效率技术、大电流技术、高功率

密度技术、高可靠性技术、IC（芯片）封装电源等方面的研究。报告期内，加强了对进口品牌电源产品的

替代研发工作，以及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对自主元器件进行优选、应用工作；加强了产学研对外合作（电子

科技大学及西南交通大学等），扩充电源新产品类别或研制全新的相关新产品，为未来公司销售收入增长

奠定产品基础。 

 技术开发和创新规划：（1）加强了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深圳研发中心、西安研发部及永力技术中心

的建设及协同，使公司各研发中心及研发部成为技术创新、产业化孵化基地和广泛吸收高级技术人才的平

台。（2）加强了同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及科研单位的技术合作和技术交流，在电力电子

技术研究、微电子技术研究、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产业化开发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专业化合作，

以加快前沿技术的研究、应用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应用进程。（3）通过

广泛的市场调研及产品技术发展趋势研究，收集市场需求和技术动态信息，了解市场对新产品、新技术的

需求趋势，根据电力电子产品及新器件、新工艺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市场需要，制定了公司长远的产品

及技术规划及实施计划，进行了电力电子领域的产品及技术预研，保证公司产品的技术水平保持国内领先，

并开发行业前沿技术，保持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同步。（4）完善了技术创新制度及研发激励制度，鼓励

技术人员开展创新活动；对重大项目、知识产权及技术平台建设上做出创新贡献的员工进行奖励和表彰。 

    市场销售和市场开发：积极拓展国际大型通信、数据设备制造商所用的电源市场，同时加大国内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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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等行业电源市场的开拓力度；继续深耕公司现有国内航空、航天及军工领域的重点客户，依托公司在

业内的品牌效应，扩大新项目的市场占有率。同时依托公司全面的产品系列，推广公司电源产品到其它航

空、航天及军工电子领域的客户；在新业务方面，依托现有重点客户资源，积极推进芯片封装式电源及无

线充电电源的市场宣传力度，同时积极拓展数据存储、工控等领域的电源市场；在管理方面，继续实施重

点客户及重点型号管理制度，从市场、研发、生产、质量等多维度与用户深入沟通，保障重点型号项目的

成功，提升客户满意度，同时对于新的应用领域，依托现有技术团队，组织产品线与客户深入调研，确保

技术的发展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在集团协同方面，集团内各公司之间在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进行协同，

集中优势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协同开发市场机会，把集团化经营的规模效应和边际效应发挥出来，同时继

续发挥各子公司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公司继续优化加强应收货款催收的政策及管理力度，使应收货款回收

情况改善，保证了公司运营资金的充沛。 

     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公司坚持产品质量第一的原则，不断持续加强质量管理力度和深度。报告期内

质量管理重点工作：针对铁路、航天等高可靠性领域应用产品，组织完成了质量排查和改进专项工作，进

一步扎实产品设计和加工质量；公司通过了RoHS管理体系审查，满足国际市场对环保的合规要求；围绕

影响客户满意度的反馈意见，开展了管理优化专题工作，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实施了安全隐患排查和消防

演习，切实保障公司安全生产和员工工作环境。 

    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2019年继续完善培训体系，加强培训力度，提高员工的岗位认领力和管理

干部的领导力，打造高绩效团队。重点开展了：以客户服务为核心价值观的干部培训，并以此推动研发流

程及批产交付流程的优化和人才梯队建设；建立研发、营销双轮牵引机制，提高市场拓展能力和客户满意

度；对销售管理者、产品线负责人进行营销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以便于更充分得了解和满足客户需求；

优化技工队伍，加强技能培训，建立和完善技工等级制度，提高适岗率，降低熟练工人流失率；推广工匠

精神，鼓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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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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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武汉永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

让协议》，公司拟 以现金方式收购宝安集团持有的武汉永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2%股权，股份转让总价款

为人民币26,000万元。此交易的议案《关于收购武汉永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27日和2018年4

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关于

现金收购武汉永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2%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36）、《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公司于2018年9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

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受让宝安集团持有的永力科技52%股权已完成过户交割，永力

科技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新雷能：关于现金收购永力

科技52%股权之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至此，公司本次筹划的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已

经完成，永力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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