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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3                             证券简称：佳士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2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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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士科技 股票代码 3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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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 麻丹华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 A 栋
1606-1610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 A 栋
1606-1610 

电话 0755-21674251 0755-21674251 

电子信箱 jasiczqb@jasic.com.cn jasiczqb@jasic.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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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492,252.81 451,160,666.43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918,567.83 86,344,967.53 2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9,712,983.47 73,554,099.62 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108,492.42 55,945,880.17 3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7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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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7 2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6% 3.7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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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8,809,331.49 2,765,493,157.86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16,093,719.24 2,415,227,682.70 -4.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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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爱平 境内自然人 12.77% 64,748,006    

潘磊 境内自然人 12.17% 61,678,339 46,258,754   

深圳市千鑫恒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7% 55,088,026  质押 54,530,000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1% 20,824,351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 8,227,623    

范金霞 境内自然人 1.41% 7,150,000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 7,050,000    

盛杜妹 境内自然人 1.14% 5,781,637    

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益盟财富 1 期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4,300,000    

孔令国 境内自然人 0.78% 3,968,2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盛杜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66,1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 5,315,537 股，合计持有 5,781,63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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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7,349.23 万元，较上年增长 4.95%；营业利润为 12,722.55 万元，较上年增长 23.97%；

利润总额为 12,734.30 万元，较上年增长 23.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91.86 万元，较上年增长 22.67%；基本

每股收益为 0.21 元，较上年增长 23.53%。 

（2）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① 销售管理 

报告期内，国内营销中心坚决执行渠道下沉策略，加强对经销商的管理，实现了销售的稳定增长；通过对销售人员需求
调研，完善公司销售管理系统，提升管理效率；市场部改版公司官网，推出中英文双版本网站，可适用于手机和电脑端浏览，

有利于公司及产品和品牌推广。海外营销中心面对外部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在稳定优势销售区域的基础上，加强对其它销
售区域新客户的开发，以减轻海外市场波动风险；采取针对措施，强化中心内部管理，搭建高效运行的销售团队；推进产品

管理，控制研发项目数量，以实现研发对海外销售的支持。 

② 研发管理 

技术中心根据公司制定的产品规划，结合对现有产品的销售、品质、技术现状的梳理，生成了新产品开发清单和老产品

停产替代计划，以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研发项目管理方面，继续通过制定详细的计划，严格按照公司不断完善

的新产品开发流程实施，同时积极与项目管理外部咨询机构合作，通过对研发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研发项目管理水平，进

一步提高产品开发效率。在研发质量管理方面，除了继续通过焊割设备综合实验室和焊割系统测评室对项目输出的产品进行

验证与测试外，在项目的过程中通过引入 DQA 和新产品开发负面清单加强了对研发过程质量的管控。在产品标准化方面，
通过新推出的标准化要求在产品开发项目中的落实，努力提高公司产品的标准化程度。 

③ 采购管理 

采购部制定供应商管理规则，对主要供应商的品质、交期及成本进行综合评审，以保证来料合格率和物料的准时齐套率；
持续推进部分器件的国产化品牌替代，有效地降低了采购成本；加强部门团队建设，确定竟聘准则和绩效考核机制，提高采

购人员责任心和工作效率。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半年度成本降低指标。 

④ 生产制造管理 

报告期内，生产制造部门继续执行精益生产项目，整体生产异常减少，提高了生产管理水平；对部分车间安装空调，改

善车间工作环境，降低员工作业疲劳度，生产效率得到有效提升；生产制造系统建立岗位的内部竞聘机制和晋升机制，生产

人员良性竞争，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提升，责任感增强。 

⑤ 人力资源管理 

报告期内，人资部门建立职位管理体系，明确各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和任职资格标准，定岗定编，进行岗位价值评估和岗
位发展通道分析；联合佳士学院，建立培训管理体系，为员工提供系统化培训解决方案，为公司培养后备人才；完善薪酬和

绩效管理体系，初步完成绩效管理流程标准化建议；协同工会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员工对公司满意
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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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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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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等多项会计准则（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境内

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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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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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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