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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8-041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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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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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1-8160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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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197,534,530.40 1,657,058,306.32 1,657,058,306.32 3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0,250,181.20 251,158,757.99 249,375,564.65 2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4,273,874.63 238,481,557.14 236,698,363.80 32.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569,564.41 175,056,701.80 176,632,271.38 -4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3 0.23 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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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3 0.23 3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2% 4.38% 4.35% 0.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020,842,258.27 7,603,009,227.78 7,953,759,324.48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90,080,201.79 5,779,319,307.63 5,973,321,639.00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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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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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0% 22,557,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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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四组合 
其他 1.38% 14,855,821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四组合 
其他 1.14% 12,246,5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1.05% 11,299,914 0   

安徽国元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61% 6,520,400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其他 0.60% 6,490,8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七组合 
其他 0.48% 5,2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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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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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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公司采取多种手段积极应对汇率大幅度波动、中美贸易纠纷等全新挑战，最终

获得了良好的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9,753.45万元，同比增长32.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25.02万元，同比上升28.42%，各业务板块完成情况如下：  

      1、工具五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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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19万元，同比增长28.63%。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基本完成了对美国ARROW公司的产业整合，并依靠美国巨星和ARROW公司整合建立了北美

本土的经销商体系和物流服务网络，保证了公司对LOWES、WALMART、HOMEDEPOT等世界500强客户的北美本土服务。 

国内销售方面本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9015万元，公司上半年在电商、汽配等领域取得较大增长。 

    外延并购方面，公司出资12亿收购欧洲最著名的专业工作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及设备制造商Lista公司，并计划借此进一

步完善公司的产品链和欧洲制造服务体系。此次并购完成后，不仅将大幅提升公司的收入和利润，还将为公司带来全新的欧

洲工业市场和制造基地,极大加强了巨星科技国际生产能力，增强了公司抵御外部国际环境波动的能力。Lista公司的客户包

括欧洲大型工业集团如戴勒姆奔驰、大众、宝马、空客、荷兰皇家航空、BOSCH、ABB等。这些欧洲高端客户群体为巨星

科技未来面向欧洲的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未来将以此为基础深挖欧洲渠道，大幅提高欧洲本土销售。 

      2、智能装备领域 

激光测量业务方面，公司自2016年开始进入激光测量仪器行业后，激光测量业务保持了稳定高速增长，公司不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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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激光测量工具公司，

并将继续加大在激光测量领域的投入。智能产品业务方面，报告期内，模块化仓储提取系统（MSFS）业务在北美的三个仓

库顺利上线，并且新获得STAPLES的MSFS业务订单7,264,771美元，MSFS业务在北美顺利拓展推广，未来将成为美国巨星

的重要产业。其他智能产品如SMART HOME等，也都顺利取得了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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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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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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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权

益比例 

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确定依据 

杭州联和机械有限

公司 

100% 同受仇建平控制且该项

控制是非暂时的 

2018年6月1日 控制权转移 

(续上表) 

被合并方名称 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

日被合并方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

被合并方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并方的

收入 

比较期间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 

杭州联和机械有限

公司 

0 -209,239.82 0 -1,783,193.34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浙江智能工具有限公

司 

设立 2018年3月16日 100,000.00人民币 100.00% 

Great Star Europe AG 设立 2018年3月14日 743,215.00人民币 100.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杭州格耐克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2018年6月26日 14,414,244.85 -124,102.16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仇建平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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