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8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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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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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科技 股票代码 00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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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思远 董轶凡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 号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 号 

电话 0571-81601139 0571-81601076 

电子信箱 zq@greatstartools.com zq@greatstartoo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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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8,745,464.10 2,197,534,530.40 3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4,136,473.51 320,250,181.20 3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95,483,376.77 314,273,874.63 25.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0,298,880.26 89,569,564.41 45.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55 0.30 38.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55 0.30 38.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8% 5.22% 1.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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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10,145,543,660.89 9,281,397,295.30 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63,286,688.52 6,644,827,501.04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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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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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99% 483,739,864 0   

仇建平 境内自然人 5.66% 60,884,300 45,663,22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 
国有法人 2.10% 22,557,100 0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四组合 
其他 1.75% 18,857,500 0   

王玲玲 境内自然人 1.60% 17,150,960 12,863,22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0% 11,823,244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1.00% 10,799,897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七组合 
其他 0.94% 10,084,000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其他 0.79% 8,530,900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二零一
组合 

其他 0.79% 8,528,5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仇建平、王玲玲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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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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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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欧洲各国经济增长整体放缓，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停滞，

为了积极应对这些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和挑战，公司继续加快全球化的步伐，特别是对加速了中国以外地区制造基地的建设

和供应商的拓展，同时继续巩固行业龙头地位积极拓展国内外新的销售渠道和新客户，最终获得了良好的业绩增长。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0.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4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

38.68%，各业务板块完成情况如下：  

    1、五金工具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内生增长和外延并购”模式，发挥创新、品牌、渠道和国际化四大优势，进一步夯实了世界工具行

业的龙头地位。工具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6.55亿元，同比增长40.63%，除外延收购带来的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外，主要依赖于

和海外渠道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美国民众消费能力的稳步提升。国内销售方面实现销售收入1.4亿元，同比增长54.75%，主要

来源于电商、汽配等领域的产品销售取得较大增长。 

    外延并购方面，公司报告期内收购北美最大的门窗可替换五金件供应商Prime-Line公司100%股权。这是巨星科技继成功

收购美国ARROW、欧洲LISTA后，全球化战略的又一重要布局。Prime-Line公司的加入将进一步提升巨星北美的仓储物流等

服务能力，提高巨星北美市场占有率，加速巨星的国际化进程，同时Prime-Line公司丰富的产品类型，强大的分销体系、完

善的物流体系和知名的品牌效应，也将进一步提高巨星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 

 

    2、智能产品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产品业务作为受到美国关税政策打压影响最大的部分，在公司智能产品团队的全体努力下，继续维

持稳定发展。智能产业业务实现销售收入3.66亿元，同比增长20.40%，总体增速快于传统工具业务扣除外延收购后的增速。 

    其中激光事业部自2017年成立以来，继续通过资本和产业整合国内外一流的激光技术公司，依靠激光事业部的集团化运

作模式，协同全球化的产能布局，持续面对2018年4月份中美贸易纠纷带来的25%高额关税，依靠全新的越南制造基地和开

发新型产品等多种手段，继续维持了逆势增长，奠定了在世界激光测量工具领域的地位。其他智能产品中，激光雷达产品依

靠自主知识产权成功避免了美国大型公司的专利诉讼，并且成功开始商用，预计将在明年给公司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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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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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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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53,539,825.11 应收票据  7,372,9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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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1,146,166,865.9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15,370,364.01 应付票据  29,275,000.00 

应付账款  886,095,364.01 

2.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

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

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

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

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

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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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1）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

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87,699,796.77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87,699,796.77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896,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3,896,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38,122,59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138,122,590.00 

（2）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

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8

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  

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9

年1月1日）  

A. 金融资产  

a.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87,699,796.77 

 

 

-87,699,796.77 

  

交易性金融资产   87,699,796.77  87,699,796.77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38,122,590.00 -138,122,590.00   

b.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138,122,590.00 

  

138,122,59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总

金融资产  

  

 

138,122,590.00 

  

 

138,122,590.00 

B.金融负债  

a.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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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3,896,000.00 

 

 

-3,896,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3,896,000.00  3,896,000.00 

 

3.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

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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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 元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

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Prime-Line 

Products , 

LLC 

2019年02月

28日 

167,252,500.0

0 

100.00%  协议约定  2019年02月

28日 

控制权转移 178,103,106.8

9 

11,604,974.09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仇建平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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