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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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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038,085.00 元，合并报表年初未分配利润 182,102,237.83 元，本年度提取盈余公积

11,276,727.64 元，分配现金股利 28,800,000元，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公司累计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263,063,595.19 元。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62,763,900股，已离职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份 217,650股，

拟以扣除已离职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份后合计 162,546,2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股利 3.1元（含税），公司 2018年拟分配现金红利共计 50,389,337.5元。因限制性股票股权

激励已离职员工不再是公司激励对象，对于已离职但未注销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赛腾股份 60328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言维 刘长艳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4

号 

江苏省苏州吴中经济开发

区东吴南路4号 

电话 0512-65648619 0512-65648619 

电子信箱 zqb@secote.com zqb@secot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赛腾股份系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智能制造装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为客户实现智能化生产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公司产品和服务涉及消费电子、汽车（新能源汽车）、

半导体及锂电池等业务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寻找优质行业标的，一方面吸收新生力量，一方面整合原有业务，持续

深化行业布局、拓展新的业务、巩固竞争优势，实现了营收规模与市场份额的增长。 

赛腾股份以智能制造装备设计研发团队的建设为根本，以持续的研发投入为保障，以客户产

品需求为导向，经过多年努力建立了研发经验丰富、创新能力强的技术团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

储备和项目经验，具备将客户产品理念快速转化为设计方案和产品的业务能力，所生产的智能制

造装备能够有效提高客户的生产效率，并提升客户产品品质。目前，赛腾股份的产品主要运用于

消费电子行业，适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可穿戴设备等产品的智能组装和智能

检测。 

（二）行业特征与经营模式 

1、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 

智能装备制造业包括自动化设备关键零部件子行业、自动化单元产品子行业和自动化设备子

行业。其中，自动化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自动化单元产品的开放度较高，具有标准化特征，设备制

造商多采用备货型生产。由于自动化设备广泛运用于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医疗器械、

锂电池、光伏等多个领域的产品生产，设备的功能、结构、技术参数等需要与不同行业客户的工

艺要求相匹配，具有非标准化和定制化特征，因此自动化设备的制造主要为订货型生产，即以销

定产。  

2、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 

本行业的周期性特点与下游客户行业的景气度紧密相关，而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

医疗器械、锂电池、光伏等行业的景气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智能装备制造行业亦呈

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智能装备制造业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但具体细分行业或企业可能会表现出一



定特征。受下游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业的销售计划和固定资产投入计划影响，行业内企业的经营

业绩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即每年下半年产品生产和实现收入规模较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373,706,146.14 1,010,716,738.06 35.91 464,332,510.84 

营业收入 904,386,416.95 683,175,388.07 32.38 403,022,58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1,038,085.00 95,669,093.20 26.52 48,048,73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6,280,634.45 88,140,119.57 -2.11 65,785,64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43,624,247.62 633,512,160.38 17.38 321,388,18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622,355.84 152,284,374.68 -145.72 31,199,814.9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5 0.8 -6.25 0.4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5 0.8 -6.25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72 27.40 减少9.68个百分

点 

16.3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5,428,233.28 237,902,551.57 201,912,138.06 259,143,49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51,602.66 33,647,554.37 21,901,609.23 45,437,31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496,868.84 32,431,061.76 31,738,446.34 5,613,253.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259,221.96 -141,796,935.00 

-128,594,692.8

1 
126,510,050.0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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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0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9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孙丰 0 105,588,000 64.87 105,588,000 质

押 

18,680,000 境内

自然

人 

曾慧 0 6,012,000 3.69 6,012,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苏州赛越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0 4,800,000 2.95 4,80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苏州赛伟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0 3,600,000 2.21 3,60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吴仲秋 595,632 595,632 0.3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前海瀚漠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瀚漠一期 

380,000 380,000 0.23 0 无 0 其他 

芦贺明 273,800 273,800 0.1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吴俐施 265,500 265,500 0.1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孟晓艳 250,000 250,000 0.1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马叶梅 226,600 226,600 0.14 0 无 0 境外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孙丰先生与曾慧女士系夫妻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苏州

赛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是其一致行动人。流通股股东

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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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0,438.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38%；营业成本34,743.9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93%；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7.76%、54.86%；实现

营业利润 9,941.4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7.63%；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103.81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26.5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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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7 年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747,089.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6,894,033.22  

应收账款 114,146,944.22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9,382,481.64  

其他应付款  9,382,481.64  

管理费用 122,351,105.70 
管理费用  50,531,251.78  

研发费用   71,819,853.92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序号 子公司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1 苏州赛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2 香港赛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HongKong Secote Precision Electronic Co.,Ltd 
合并 合并 

3 苏州迈智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4 上海麦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5 苏州团结普瑞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6 苏州镭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合并 

7 SecoInternationl.LLC（赛腾国际） 合并  

8 苏州智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9 苏州赛腾麦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10 无锡昌鼎电子有限公司 合并  

11 
昆山赛腾平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

昆山平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12 昆山奥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13 昆山平成贸易有限公司 合并  

14 深圳平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15 崇州平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16 昆山华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