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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18-082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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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戈尔 股票代码 00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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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林 陈丽君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 4 号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 4 号 

电话 0757-86256898 0757-86256898 

电子信箱 jeremychenlin@eaglerise.com judy.chen@eagler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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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89,268,066.82 516,917,175.24 -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743,248.15 38,360,100.58 -5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923,029.94 38,155,805.44 -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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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168,642.00 46,277,905.27 -52.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9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9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 8.36%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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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933,764.60 1,354,868,459.81 -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0,447,558.73 878,809,109.20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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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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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麦格斯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52% 60,089,750 60,089,750   

佛山市英威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0% 23,361,450 23,361,450   

佛山市凯诺特

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7% 5,642,400 5,642,400   

张泽学 境内自然人 2.81% 3,712,228 3,712,228   

邓国锐 境内自然人 2.81% 3,712,228 3,712,228   

深圳市鹏峰创

智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7% 2,474,819 2,474,819   

陈运莲 境内自然人 0.20% 263,445    

李洪泉 境内自然人 0.18% 232,900    

毛焕庭 境内自然人 0.15% 204,000    

李炳忠 境内自然人 0.13% 16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张泽学持有佛山市英威投资有限公司 16.14%的股权。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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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8年半年度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9,268,066.82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35%，实现利润总额20,350,996.23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

降59.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743,248.15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3.75%。 

 

二、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分析 

 

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5.35%，主要原因是汇率变动影响及新能源变压器业务量的减少造成。2018年1-6月公司美元计价销

售收入3,265.80万元，折合人民币2.08亿元，平均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6.38；上年同期美元计价销售收入为3,258.69万元，折

合人民币2.24亿元，平均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6.88。在美元收入基本持平的情况下，报告期公司的出口销售收入受到人民币

升值的影响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600万元。由于日本客户对新能源变压器的需求减少，导致日本市场新能源变压器销售收

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5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5.35%；

2、2018年上半年硅钢片、铜材、电子元器件等主要原材料成本上升导致销售毛利率下降6.41%。其中硅钢片采购价格与上

年同期相比上涨18.10%，铜材采购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13.63%，电子元器件采购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6.15%。3、

研发费用的增加导致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11.18%。4、人工工资上涨，2018年1-6月平均工资水平为5,983.21元，上年同

期为5,353.01元，平均工资水平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1.77%。 

 

三、对外投资及募投项目实施 

 

报告期公司受让深圳市沐磁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伊戈尔沐磁科技有限公司）70%的股权，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高

频磁性功率器件方面的研发力量。伊戈尔沐磁注册地为深圳市宝安区，从事高频磁性功率器件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及市场推广，

产品和技术主要应用于电动汽车、充电桩等。公司将高频类产品和电动汽车相关行业作为公司未来业务增长的主要产品和业

务发展方向，伊戈尔沐磁作为公司目前唯一设立在异地的研发机构，在吸引高端研发人员上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配合高频

磁性功率器件产品的产能落地，公司将在江西吉安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从事相关产品的生产制造。 

 

报告期公司募投项目建设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其中由顺德伊戈尔实施的新能源用高频变压器产业基地项目和伊戈尔研发中心

项目预计2018年年末完工，由吉安伊戈尔实施的LED照明电源生产项目于2018年6月动工，预计2019年6月完工。 

 

四、生产制造升级 

 

面对人力成本不断上升，报告期公司通过产线自动化改造，逐步提高自动化生产比例，同时对生产工艺流程进行梳理，提升

生产效率，达到减员提效的目的。 

 

五、加大研发投入和新产品开发 

 

客户对产品功能、转换效率和智能化等应用端的需求升级，推动着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公司的产品在材料应用、设计方案和

制造工艺上进行不断创新，给客户提供更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报告期公司在LED照明电源方面主要进行了二代无频闪LED

驱动电源，三代DALI调光电源，四代智能控制类电源和小体积、宽电压防水电源的研制开发。同时不断加强智能调光LED

驱动电源的研究，不断探索0-10V, DALI，WIFI，ZIGBEE，BLUETOOTH，调色温等智能调光控制模块的设计开发，形成

了多款兼容各类调光系统的产品。工业控制用变压器方面重点开发了包装机械用EI电感产品，医疗设备用系列产品，这些产

品采用新型防过载与耐短路设计技术，使产品具备更高的安全保障系数。新能源用变压器方面公司重点开发应用于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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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频磁性功率器件产品，目前已处于测试阶段。其他新产品的研发包括：双电压油浸式变压器、智能控制灯具产品等。 

 

六、拓展新市场领域 

 

报告期公司在欧洲市场和日本市场对LED驱动电源产品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开拓，进行销售渠道建设，已经开发了一批LED驱

动电源代理商。公司通过代理商模式，提高伊戈尔自有品牌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了自有品牌市场占有率和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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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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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报表范围新增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伊戈尔沐磁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于2018年4月以700万元人民币受让深圳市沐磁科技有限

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伊戈尔沐磁科技有限公司）70%股权，深圳市伊戈尔沐磁科技有限公司自2018年4月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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