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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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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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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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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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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克股份 60320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苗小鸣 殷文贤 

电话 0519-86225668 0519-86225668 

办公地址 
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凤翔路11号 

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凤翔路11号 

电子信箱 quickchina@quickchina.com.cn quickchina@quickchina.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115,775,002.08 1,039,456,677.65 1,039,456,677.65 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83,209,664.32 870,650,569.97 870,650,569.97 1.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6,819,808.02 51,395,226.97 51,395,226.97 88.38 

营业收入 218,866,237.04 206,078,450.16 206,078,450.16 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8,201,382.56 71,916,492.05 71,916,492.05 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4,193,787.49 62,100,679.48 62,100,679.48 3.3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79 9.48 9.48 

减少0.69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0 0.46 0.46 8.7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0 0.46 0.46 8.7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860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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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常州市富韵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59 48,146,986 48,146,986 无 0 

Golden Pro.Enterprise 

Co.,   Limited 
境外法人 25.03 39,393,073 39,393,073 无 0 

戚国强 
境内自然

人 
9.63 15,153,704 15,153,704 无 0 

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2 3,498,300 0 无 0 

周宇 
境内自然

人 
1.66 2,611,046 0 无 0 

李胜男 
境内自然

人 
1.50 2,364,837 0 无 0 

常州市常乐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8 2,332,200 0 无 0 

常州武岳峰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9 1,392,910 0 无 0 

广东金百合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金百合八号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6 1,031,825 0 无 0 



徐冰钰 
境内自然

人 
0.60 940,91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戚国强、富韵投资、Golden Pro.系一致行动人，与

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行业周期性调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因公司服务的

客户群体分布广泛，公司总体运行平稳，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86.6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820.14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8.7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 助力智能终端、5G 通信等微焊接工艺实现自动化，实现营业收入平稳增长 

公司深耕 3C 消费电子、汽车电子、5G 通信电子等精密电子组装领域，在精密焊接、点胶涂

覆、螺丝锁付、搬运移载、视觉检测等工艺环节的自动化、智能化方面有深厚的技术积淀和丰富

的应用案例积累。随着智能终端产品日益微小、轻薄、集成，工艺标准也随之提升，自动化智能

装备的应用优势凸显。公司持续针对多样的应用工艺需求予以迭代，不断拓展 HOTBAR焊接技术的

可适用场景和范围，报告期内已获得更丰富的实际应用案例。采用成熟的 HOTBAR焊接工艺、精准

的压力和温度闭环控制，电脑编程控制工业机器人、PLC、载具等执行机构完成 FPC 的微小焊接、

分拣不良品等工序，同时完成生产数据采集与 MES 系统对接，一站式自动化精密组装解决方案，

近二十条生产线助力某客户实现新品量产。基于激光焊接技术，公司针对 5G 通信行业特定产品的

焊接工序进行了应用创新开发，形成高效、稳定的可复制推广的工艺自动化解决方案，激光锡焊

设备和选择性波峰焊报告期内在 5G 通信和汽车电子零部件厂商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1,886.6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21%。 

(二) 紧抓研发创新及知识产权管理，增强发展后劲 

公司始终视技术研发、科技创新为公司发展后劲的动力源泉，而将其摆在比较突出的位置，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支出投入 1,589.4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86%，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7.26%。 

公司在激光锡球焊接、旋转式送料气吹吸螺丝锁付机构、在 PCB 板上焊线的夹紧装置等方面

取得技术突破，报告期内获得授权专利 49 项；公司在软件开发方面持续发力，报告期内在激光锡

丝焊系统、激光喷锡焊系统、精密点胶控制系统、螺丝供料控制系统等方面升级软件版本，取得

软件著作权 8 项。 

(三) 积极落实股份回购方案，切实回报投资者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增强投

资者信心，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司于报告期内完成以集中竞价方式进行股份回购的方案，实

际回购公司股份 910,214 股，占公司总股本 0.57%，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5,071.70 元（不

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依法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所回购股份已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 

(四) 募投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项目”于报告期内基本完成建设并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对研发中心项目结项后的节余

募集资金（实际余额以资金转出时专户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日常

经营活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化精密锡焊设备项目”的 2#厂房及配套中心用房已于报告期内建设

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相关设备和设施的购建在进行中。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

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

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

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

具准则。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

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

响。具体情况详见注 1。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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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对部分

报表项目列报进行调整。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

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

响。具体情况详见注 2。 

 



注 1：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具体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9年 1月 1日 调整数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9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7,000,000.00 507,000,000.00   507,000,000.00 507,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507,102,701.22 102,701.22 -507,000,000.00 507,102,701.22 102,701.22 -507,000,000.00 

 

注 2：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具体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 月 31日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 月 3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79,936,948.40  -79,936,948.40 83,220,004.20  -83,220,004.20 

应收票据  12,063,920.62 12,063,920.62  12,063,920.62 12,063,920.62 

应收账款  67,873,027.78 67,873,027.78  71,156,083.58 71,156,083.5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65,013,600.19  -65,013,600.19 101,725,775.32  -101,725,775.32 

应付票据  13,048,526.27 13,048,526.27  13,048,526.27 13,048,526.27 

应付账款  51,965,073.92 51,965,073.92  88,677,249.05 88,677,249.05 

其他流动负债 1,083,609.05  -1,083,609.05 1,083,609.05  -1,083,609.05 

递延收益 12,361,696.85 13,445,305.90 1,083,609.05 12,361,696.85 13,445,305.90 1,083,609.05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