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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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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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沃斯 60348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建军 汪杰 

电话 0512-65875866 0512-65875866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友翔路18号 苏州市吴中区友翔路18号 

电子信箱 ir@ecovacs.com ir@ecova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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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3,798,078,806.39 2,701,261,110.84 4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213,147,338.13 1,255,899,355.42 76.2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27,020,443.65 123,713,947.46 -121.84 



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2,523,276,522.51 1,966,344,848.64 2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7,561,581.65 161,302,243.43 2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06,160,815.46 151,903,296.89 35.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98 16.80 减少2.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45 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45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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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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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创领智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11 168,463,440 168,463,440 无   

EVER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境外法人 13.05 52,200,000 52,200,000 无   

苏州创袖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53 42,116,040 42,116,040 无   

泰怡凱電器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21 32,847,480 32,847,480 无   

苏州苏创智慧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1 13,657,680 13,657,680 无   

苏州崇创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3 10,926,000 10,926,000 无   

SKY SURE LIMITED 境外法人 2.25 9,000,000 9,000,000 无   

苏州科蓝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4 6,156,000 6,156,000 无   

苏州科帆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6 4,650,840 4,650,840 无   

苏州科航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6 4,650,840 4,650,84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创领投资的股东钱东奇在创袖投资出资

份额为 99.99%，同时与创袖投资出资份额 0.01%的合伙人

钱岚是兄妹关系； 

2、公司控股股东创领投资的股东钱东奇与 Ever Group、

Sky Sure股东 David Cheng Qian是父子关系；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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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度既定工作部署，继续高度重视创新，积极加强市场开拓，公司各项

指标同比均有所增长，总体生产经营情况较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23 亿元，同比

增长 28.32%，利润总额 2.56 亿元，同比增长 28.2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 亿元，同

比增长 28.68%。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比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

加（%） 

服务机器人 172,098 68.20% 52.26% 

清洁类小家电 73,988 29.32% -7.00% 

其他 6,242 2.48% 53.94% 

合计 252,328 100.00% 28.32%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经营方针，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为公司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获批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4,010 万股，发行价格 20.02 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 8.03 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后，将用于年产 400 万台家庭服务机器人项目、机

器人互联网生态圈项目和国际市场营销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产能，提高技术优势，

拓展机器人产品海外销售渠道，增强科沃斯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保持公司在行业内的市场份额优

势、品牌优势与技术领先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 

2、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品竞争力 

作为一家技术创新导向型公司，公司一直坚持自主研发，在家庭服务机器人领域实现了大量

的技术积累，不断致力于产品结构升级，延展机器人功能，提高机器人智能化水平，改善用户体

验，实现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从“工具”到“管家”再到“伴侣”的迭代发展路径。 

公司上半年进一步优化了研发部门组织架构，提升研发效率和前瞻性，同时积极拓展研发团

队，引进了一批高级技术管理人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18 年 5 月，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正

式揭牌成立，作为国内家庭服务机器人领域的领导企业，公司成为了该院首批合作单位，与京东、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一同被授予首批“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学生实训基地”，共同探索人工智

能领域产学研合作新道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7 月，公司成立了科沃斯（南京）

人工智能研究院，依托包括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在内的优秀高校资源，以及面向全球的英才政

策，致力于打造一流的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应用平台。 

此外，结合对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以及自身研发实力的积累，公司上半年推出地宝 DJ3 系列、

DE5 系列以及年度高端全局规划产品 DN 系列等新品。其中 DN 系列产品是基于科沃斯全新一代产

品平台打造的最新地面清洁机器人。该产品平台是以最新一代 Smart Navi 2.0 激光导航技术和先进

的扫拖一体化清洁解决方案-蓝鲸 2.0 清洁系统为核心打造的全新平台。新一代激光导航技术 Smart 

Navi 2.0 采用科沃斯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LDS 模组打造，实现更长距离和更高精度的环境探测，并基

于该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加完善的智能体验，在科沃斯领先的实时清扫地图呈现、自动分区清扫、

选区自动清扫和虚拟墙等高级地图管理功能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了地图自动更新和动态重定位等高

级功能，持续为用户提供全行业领先的使用体验。用户体验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公司产品使用率

的提升。2018 年上半年 DJ 系列 VSLAM 产品和 DN 系列 LDS 导航产品的月度活跃率分别达到了 95%

和 97%，用户产品使用率显著增加，带动公司产品平均月活率的大幅提升。 

3、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打造海外消费者青睐的中国科技品牌 

公司坚持先难后易的国际化策略，抢滩发达国家服务机器人市场的高地，先后在德国、美国、

日本建立了销售子公司，开拓了西班牙、瑞士、法国、加拿大、捷克、波兰、德国、马来西亚等

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美国市场是今年国际业务开拓的重点。在美国硅谷，全球高科技公司和人才聚集地，公司搭

建了更强更专业的业务团队。同时也搭建了行业高标准的服务于全美消费者的售后和客服中心。

在全球市场，坚持多元化渠道策略，除线下渠道不断开拓以外，在国际电商渠道也集中发力，开

拓多元化、多方位的电商业务，秉持着线上线下同步服务全球消费者的理念，积极探索新零售模

式。2018 年公司成为 BRAND Z 中国出海品牌 50 强。未来公司将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路线，打造



海外消费者青睐的中国科技品牌。 

4、加快推进品牌建设，积极拓展市场渠道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在继续夯实家用服务机器人业务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于品牌发展与建设

的重视。3 月下旬，科沃斯联合天猫平台举办超级品牌日，以『智能清洁，治愈生活』为主题推

出了科沃斯全新视觉导航扫地机器人 DJ35。2018 年 6 月，时值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与 618 购物盛典，

科沃斯通过『一机绝尘，赢的干净』的传播讯息，结合高端 LDS 激光全局导航新品 DN 系列扫地

机器人上市，通过丰富新颖的传播手段，再次给广大用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8 年上半年，科

沃斯品牌还联手漫威超级 IP，借复仇者联盟上映，推出全新 IP 机系列，给品牌注入更多科技、时

尚、年轻的基因。根据国际权威品牌资产研究机构明略行（MillwardBrown）全国大范围大样本的

调研，科沃斯品牌在上半年稳居扫地机器人品类品牌知名度第一的位置，并在『产品智能性』等

核心品牌认知维度上表现出众。 

渠道建设方面，线上渠道在深化同京东、天猫、苏宁和唯品会等主流电商平台合作的基础上，

积极拓展同网易严选和云集等多家新兴电商平台的合作。同时，公司整合自身线上线下优势，结

合国内机器人市场发展特点，主动调集资源开展新零售业务。先后与阿里、京东、苏宁建立了新

零售合作关系，在现有渠道进行零售门店改革，引入新零售系统，打造智能化终端；在战略空白

区域与各平台携手开发，进行渠道下沉，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5、积极推进服务机器人 IoT 战略落地 

作为机器人生态圈和互联网战略的一部分，公司努力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服务机器人产品的 IoT

价值和属性，同时积极推进同第三方物联网平台厂商的合作，拓展服务机器人的 IoT 应用场景，

力争成为未来家庭 IoT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上半年，公司接连推出多款和天猫、华为合作的

专供产品，为用户提供智能家居场景的增值体验。618 期间，科沃斯 DJ35 和 DN55 系列产品同天

猫精灵智能音箱打通，共同布局 IoT，通过智能音箱的语音交互带给消费者全新的使用体验，成为

天猫排名第一的 IoT 扫地机器人。此外，科沃斯也与华为 HiLink 平台展开合作，通过华为 HiLink APP

可以看到科沃斯机器人在用户完整的家居建图中清晰地诊断出家居空间 WiFi 信号强弱，使得科沃

斯扫地机器人化身家中的 WiFi 诊断医生，拓展了产品的功能和价值边界。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忘初心，与时俱进。公司将始终坚持将机器人服务全球家庭的使命，

推动并引领机器人技术的变革，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智能化的深远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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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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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