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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星帅尔”）积极

践行发展的理念，加快企业向高层次进步的进程，推动各项事业的稳步增长，走在

行业的前列。我们的各项经营指标包括销售与利润，同比都取得了稳定的增长，并

完成了年度确立的各项目标任务。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有效管理监督下，恪守“以

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对公司的研发及品牌建设给予高度重视。

公司专注企业每一天的成长，专注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跻身于世界一流品牌，

用品质优良的产品为客户创造价值，用满意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信赖。公司十分重视

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倡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开拓创新和团队协作情神，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强化风险意识。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了良好的主导作用，企业员工按公司程序文件要求

工作，并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及员工行为守则，认真履行岗位工作职责及考核细

则。 

一、2018 年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情况 

1、经营业绩方面 

2018 年，公司及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917.90 万元、营业利润 11,446.79 万

元、利润总额 11,488.24 万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9,541.24 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

增长 15.33%、12.74%、9.24%和 6.72%，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 

2、技术研发方面 

公司研发项目的开发完成情况如下：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情况 目的 拟达到目标 技术来源 

1 产品类 商用压缩机起动器 研发中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延时式） 

2 可靠性评估中 

（电流式+PTC）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3 防短路型 

PTC起动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4 智能型起动 

保护装置 

研发中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5 制冷机组用 

重锤式 

起动继电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6 家用制冷机用 

一体型控制器 

研发中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7 密封接线柱的 

连接装置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8 带NL接线端子型

PTC起动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9 安全型多端子PTC

起动器 

研发中 研发中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10 交流压缩机控制器 研发中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11 直流压缩机控制器 研发中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12 空调压缩机防锈蚀

密封接线座 

已完成 新产品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13 快速反应型 

温控器 

已完成 新产品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14 工艺类 激光多级管高气密

性封装工艺 

已完成 新工艺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15 密封接线座高精密

度玻璃融化密封新

工艺 

 

已完成 

 

新工艺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4、资本运作方面 

2018 年公司筹划继续收购参股公司浙特电机 21.77%股权，此次交易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次重大资产购买事宜，并及

时完成了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目前浙特电机已成为星帅尔的控股子公司。浙特电

机是一家专业生产中小型交流电机、微型电机的科技型企业，产品应用范围涵盖冰

箱、空调等家用消费品和电梯、新能源汽车、清洁水泵等领域，二者在下游应用领

域具有较强的协同性。通过本次交易，星帅尔和浙特电机将整合双方的管理、研发、



客户等资源，可以更好的发挥协同效应，从而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有利于提高星

帅尔的盈利能力。 

5、生产管理方面 

完成多项模具的改善提升，多项自制设备、外购设备安装调试并投产，随着自

动化设备的投入使用，成本节约、产品品质及生产效率方面均有显著成效。 

6、质量管理方面 

公司建立了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将质量目标考核纳入各级人员绩效考核的重

要内容，通过层层分解质量目标，将各级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与个人收入挂钩，分

月度、季度、年度进行考核，以确保产品质量。2018 年质量管理方面主要取得以下

成果： 

（1）抓源头质量管理，对供应商定期走访，灌输质量就是企业生命的理念，让

供应商和公司一起成长； 

（2）冲压件加工是公司强项，也是产品的质量源头，公司细抓模具设计和制作、

冲压过程管控，现场 6S 管理，零件质量有大的提升； 

（3）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公司产品规格较多，对客户个性化服务是公司的特点，

生产过程抓精细化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可靠； 

（4）成品检验采用自动检测判断，杜绝人工误判，确保出厂质量稳定可靠。 

7、标准制定方面 

2018 年公司在标准制定方面取得了以下主要成绩： 

（1）2018 年参与了全国家用自动控制器标委会变频控制器分标委会组织的《家

用和类似用途变频控制器的性能第 2 部分：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用变频控

制器特殊要求》标准的制定； 

（2）参与了《家用和类似用途变频控制器的性能第 3 部分：热泵、空调器和除



湿机用变频控制器的特殊要求》标准的制定； 

（3）参与了全国家用自动控制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起草的《智能座便器加

热器》团体标准的起草工作； 

（4）由浙江制造品牌促进会立项，由我公司组织起草了《全封闭电动机—压缩

机用外置式圆形热保护器》浙江制造团体标准，已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发布； 

（5）参与了全国家用自动控制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起草的《电冰箱用化霜

加热器》、《电冰箱用双金属片式化霜温控器》标准的起草工作； 

（6）参与了国家用自动控制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起草的《电动机用过热过

流保护器》、<管形荧光镇流器用双金属片式热保护器》起草工作； 

（7）参与了全国家用自动控制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家用电器主要零部件分技术

委员会组织起草的《家用电器专用智能功率模块技术规范》、《家用电器专用智能控

制单元技术规范》标准的起草工作； 

（8）参与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控制器》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 

（9）2018 年获全国家用自动控制器标委会“标准化突出贡献奖”； 

（10）子公司华锦电子参与制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压缩机用密封插座行

业标准》，正在申报“浙江制造” 家用和类似用途冰箱压缩机用密封接线座行业标

准。 

（11）子公司浙特电机作为第一起草单位制订完成了《T/ZZB0746-2018 变频空

调压缩机用永磁同步电动机浙江制造团体标准》。 

二、公司 2019 年经营指标 

2019 年，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继续提高质量产量，降低生产成本，

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实现销售的稳

步增长。全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7.8 亿元左右，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实现稳步提升。 



特别提示：上述预测数字仅为公司制定的销售目标，不代表公司 2018 年度的盈

利预测或者业绩承诺。受到整体产业环境、市场需求变化、客户采购、人民币汇率、

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能否实现上述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特别注意风险。 

三、公司未来经营计划及发展战略 

第一、公司传统业务市场占有率较高，客户粘性强，其中组合式热保护器、扁

形保护器和超低耗能起动器是公司优势产品。基于对其下游终端的判断，未来公司

传统业务每年将维持稳定增长。同时向上中下游产业链上延伸，利用现有技术和客

户资源，积极开拓空调、除湿机等热保护器、起动器市场，不断丰富公司产品类型，

增加公司利润增长点，建设“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国际先进水平现代化公司。 

第二、在新产品布局上，公司积极收购电气机械类公司，拟扩展业务线，以及

加大研发投入，利用现有平台、现有技术，研发新产品。未来将会在新能源汽车电

机业务，光通信、传感器组件的开拓，以及小家电产业链上下游布局，营收贡献值

得期待。 

在电机业务方面，控股子公司浙特电机未来主要发展规划有： 

一是市场上急需、国家提倡的（煤改电）项目，大功率热泵型空调压缩机用电

机。 

二是节能节材的发明专利产品——铰链式电机产业化应用，力争花 2-3 年时间

实现产品产业化，替代目前传统的产品，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 

三是新能源汽车电机，在国家及地方政府配套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新能源汽车

实现了产业化和规模化的飞跃式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由“培育期”进入“成

长期”，公司也正在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电机领域。 



浙特电机目前已在新能源汽车用电机技术上取得突破，取得新能源汽车产品供

应商体系认证，并于 2016、2017、2018 年逐步开拓新能源汽车用电机产品及客户，

2018 年 1-12 月，浙特电机已向苏州众联能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无锡众联能创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曲阜天科电动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凯博易控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银茂压缩机有限公司等销售新能源汽车用电机产品 1410.67 万元，之后浙特电

机还将加大研发、设备等投入，积极布局、推广新能源汽车电机产品，预计相关产

品销售收入将有望实现进一步增长。 

在光通信、传感器组件方面，子公司华锦电子在 5G 产业链中已建立客户关系，

产品已送样、小批量供货，目前主要客户为石家庄麦特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

航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未来公司将在 5G 领域不断开拓进取。 

在小家电产业链方面，公司有计划通过控股子公司新都安介入小家电整机生产

市场，丰富公司产品类型，增强竞争实力。 

第三、在保持原有市场地位的基础上，结合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使用，优

化整合公司的生产工序，扩大公司产能，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持续开拓国内外优

质客户，在现有盈利规模下，按公司总体规划，努力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回馈社会，

回馈中小投资者。 

第四、通过加强内控管理，全面提升公司的运行管理水平与效率；全面梳理与

建立部门管理架构，全面落实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及考核细则，完善部门各项规章制

度，严格按公司程序文件及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操作。 

第五、积极推动产品质量改善提升的模式，从问题着手，推进产品优化工作；

全面推进短板产品的研发设计工作，完善产品设计流程与制度建设。推动并认真落

实产品制造工艺优化项目，落实产品品质提升的阶段性目标；全力推进建设产品工

艺技术团队，特别是自动化生产线工艺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 



第六、全面建立适应公司发展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落实部门架构的组织体系

建设工作，全面建立与落实全员薪酬绩效考核机制，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成长

性。加强培育销售队伍，确保完成年度经济增长指标；加强技术研发队伍建设，积

极引进高级技术人员，增加新产品，提升制造工艺能力；持续提升员工薪资福利，

积极改善员工的待遇，创造丰富多彩的员工生活与工作环境。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楼勇伟 

                                  2019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