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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19-117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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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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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陈涛 李陈涛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展诚大道 8 号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展诚大道 8 号 

电话 0575-89072976 0575-89072976 

电子信箱 roshow@roshowtech.com roshow@roshowtech.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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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258,756,272.24 1,913,928,835.18 1,610,939,824.74 -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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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1,215,067.02 140,473,841.27 98,076,707.29 5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2,424,568.61 132,715,333.94 90,338,941.23 -3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271,046.43 -5,809,995.55 -106,952,315.55 338.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7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7 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4% 5.35% 2.60% 2.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628,625,550.50  8,749,066,408.10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47,420,206.70  2,732,992,133.35 4.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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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6% 261,671,210 0 质押 247,000,000 

深圳东方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64% 259,915,384 259,915,384   

诸暨市亿锦农

业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5% 73,000,000 0 质押 73,000,000 

宁波合勋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8% 67,540,000 0   

嘉兴金熹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0% 61,884,615 61,884,615   

鲁小均 境内自然人 4.15% 61,200,000 0 质押 51,000,000 

汇佳华健（珠

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4% 55,111,858 0   

鲁永 境内自然人 3.11% 45,763,422 34,322,566 质押 45,760,000 

珠海横琴宏丰

汇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0% 30,942,307 30,942,307   

董彪 境内自然人 1.26% 18,565,384 18,565,3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第 1 名、第 6 名、第 8 名股东为关联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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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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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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漆包线、机电、蓝宝石和新能源汽车业务的生产、销售。 

1、漆包线业务。漆包线是一种涂覆固化树脂绝缘的导电金属电线，用于绕制电工产品的线圈以实现

电磁能的转换，属于电线电缆制造行业。公司主要生产耐高温铜芯漆包线、微细铜芯电子线材和耐高温铝

芯漆包线三大类，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工具、电机、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等等领域。 

2、机电业务。机电业务主要包括新能源电机、涡轮增压器、蓝宝石晶体炉等机电产品。节能电机主

要包括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等，主要应用在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安防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涡轮增

压器是利用发动机气缸排出废气中的能量来工作的热力机械装置，提高内燃机进气压力，从而提高内燃机

动力性、改善燃油经济性和排放，公司主要有轴流式和混流式涡轮增压器，主要应用在船舶、发电机等领

域。蓝宝石晶体生长炉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人工蓝宝石长晶设备，大尺寸和智能型是该设备的发展方向，

公司已经成功掌握了多种型号的长晶炉设计、生产、应用经验。 

3、蓝宝石业务。蓝宝石是一种集优良光学性能、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于一体的独特晶体，具有强度

高、硬度大等优秀特性，广泛应用于LED衬底材料、电子消费品、光学元件等领域，具体应用在LED、智

能手表表面、智能手机HOME键和摄像头盖板等 

4、新能源汽车业务： 

（1）节能电机。节能电机主要包括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等，主要应用在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安防

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涡轮增压器是利用发动机气缸排出废气中的能量来工作的热力机械装置，提高

内燃机进气压力，从而提高内燃机动力性、改善燃油经济性和排放，公司主要有轴流式和混流式涡轮增压

器，主要应用在船舶、发电机等领域。 

（2）电控系统。公司电控产品主要为整车CAN总线控制系统。现代汽车基于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

需要大量的数据信息在不同的电子控制单元（ECU控制单元）之间进行交换和共享，然而传统的车身控制

系统大多采用点对点的通信方式，不同电子控制单元（ECU控制单元）之间通过线束连接，随着汽车中电

子部件数量的增加，线束与配套接插件的数量会成倍上升，这样必然会形成庞大而复杂的布线系统。 

（3）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新能源汽车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动力电池包）直接用于新能源整车的

组装，其组成主要包括单体锂离子电池（电芯）、模块、电气系统、热管理系统、箱体和BMS。按产品用

途分类，公司目前生产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主要应用于商用车领域中的客车及专用作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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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光伏行业业务： 

公司通过收购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顺宇洁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新的宏观和产业形势下积极转

型升级，逐步实施“传统产业+新型产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步。公司进入光伏行业为代表的新

能源行业，致力于光伏电站的投资、安装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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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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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同时废止。根据该通知，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1. 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

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三、9。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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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

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

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团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年1月1日，本集团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

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

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 

* 租赁应收款； 

* 财务担保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

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集团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进行调整。 

于2019年1月1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如

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02,755,816.0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02,755,816.02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756,746,333.2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756,746,333.28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04,992,588.48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04,992,588.48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75,386,174.02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75,386,174.0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 

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 

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账款 1,680,303,746.80  -- -12,791,184.20 1,667,512,562.

60 

其他应收款 105,900,702.02  --  1,292,703.70  107,193,405.7

2 

递延所得税资产 96,489,618.14    -193,723.31  96,295,894.83 

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567,669,294.67  --  -11,692,203.81   -579,361,498.48  

 

本集团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2019

年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节表列示如下：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 -- -- --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98,869,014.7 -- 12,791,184.20  211,660,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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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30,162,978.92  --  -1,292,703.70  28,870,2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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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

方名称 

企业合并

中取得的

权益比例 

构成同一

控制下企

业合并的

依据 

合并日 合并

日的

确定

依据 

合并当期期

初至合并日

被合并方的

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

至合并日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收入 

比较期间

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 

顺宇洁能

科技有限

公司 

100% 同一母公司

控制 

2019年4月30

日 

收购 203,400,172.68 77,436,067.72 115,520,376.47 23,014,056.9

9 

（2）合并成本 

合并成本 金额 

现金 -- 

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 --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账面价值 --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面值  1,377,407,129.02  

或有对价 -- 

合计  1,377,407,129.02  

1. 合并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资产 合并日 上期期末 

 货币资金  111,225,083.36 61,051,976.65 

 应收款项  449,553,996.46 330,773,181.61 

 存货  3,267.50 3,267.50 

 固定资产  3,104,218,547.46 3,132,732,099.14 

 无形资产  87,299.81 90,833.17 

 预付款项  15,927,787.21 9,179,487.04 

 其他流动资产  241,765,593.53 191,642,930.40 

 长期应收款  27,573,276.98 25,329,501.72 

 在建工程  7,325,755.71 8,746,175.31 

 长期待摊费用  99,011,431.02 98,814,518.8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897,869.77 21,404,2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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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    

 借款  1,557,026,045.76 1,357,103,154.91 

 应付款项  1,084,733,806.40 1,163,008,137.87 

 其他非流动负债  55,422,927.63 47,628,872.26 

   

 净资产  1,377,407,129.02 1,312,028,056.79 

 减：少数股东权益  -- -- 

 取得的净资产  1,377,407,129.02 1,312,028,056.79 

2、其他 

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系本期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露笑蓝宝石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19年2

月28日，自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鲁  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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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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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