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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1                              证券简称：力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5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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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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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星股份  股票代码 3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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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邦友 郭凡钢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兴源大道 68 号 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兴源大道 68 号 

电话 0513-87513793 0513-87513793 

电子信箱 board@jgbr.cn fguo@jgb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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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882,305.64 350,727,906.57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190,074.80 37,525,932.60 -1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5,205,083.52 30,685,951.06 -17.86%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416,762.40 13,425,596.65 -259.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3 0.1475 -18.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23 0.1486 -17.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1% 1.5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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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390,227.44 1,498,884,347.43 -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13,867,102.50 1,134,657,807.75 -1.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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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祥贵 境内自然人 22.18% 55,633,396 41,725,046   

时艳芳 境内自然人 6.98% 17,518,000 0   

尚融宝盈（宁波）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4,453,125 0   

赵高明 境内自然人 1.54% 3,856,896 3,035,173   

王嵘 境内自然人 1.31% 3,286,895 2,465,172   

陈芳 境内自然人 1.24% 3,112,403 2,462,552   

张邦友 境内自然人 1.13% 2,828,568 2,121,426   

汤国华 境内自然人 1.04% 2,599,403 1,949,552   

沙小建 境内自然人 1.04% 2,599,403 1,949,552   

秦凯 境内自然人 1.04% 2,597,84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施祥贵为南通银球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施祥贵、时艳芳二人为夫
妇。除以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秦凯除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97,655 股，实际合计持有 2,59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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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施祥贵 

变更日期 2019 年 04 月 0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及《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

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披露了《关

于控股股东股份完成过户暨公司控股股东已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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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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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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及全体员工的紧密合作下，对照公司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贯彻落实公司年初
提出的 “创新、人才、精品、技术、智能、环保”工作思路，以人才为纲领，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深化成本核算控制、不断

实现降本增效；紧扣市场为导向，扩充内外市场空间；实施创新驱动，促进节能减排，确保安全环保；纵深推进多元化管理，

健全管理体系、优化考核机制和管理体系，加推大数据企业信息化、智能化工作迈上新台阶，公司国际化、集团化等战略实

施取得较大进展，继续保持国内行业领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1,882,305.6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190,074.80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9.55%%。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205,083.52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86%。 

报告期内，公司具体开展工作重点如下： 

1、加快国内外产业布局，提升整体实力 

随着钢球需求量的不断增长，专业化、规模化的经营模式逐步成为发展趋势。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国内外滚动体生产和

销售业务的产业布局，加快推进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提升力星品牌在世界高端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更好地服务现

有客户与潜在客户，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公司进一步开拓如舍弗勒集团、韩国日进等知名轴承客户。 

滚子作为公司重点开发的高精尖产品，作为公司的第二增长点，正向预期目标稳健迈进，报告期内，通过了SKF中小型

及车削线的QT3审核，大滚子项目稳步推进中。 

2、持续加强工艺装备研发创新，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将自主研发与工艺创新放在首位，密切关注国内外轴承钢球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完善公司技术研发

体系，提高技术开发效率，同时公司不断增加技改投入，提高设备装备水平，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加大对现有

产品的技术改进和产品升级换代，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的快

速发展。 

报告期内，各分公司与相关职能部门通力合作，热处理部分工序自动化生产项目、轮毂砂轮磨高精度产品精研油改水性

磨削液加工、大滚子切入磨连线项目、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MES+BPM+PLM项目、热处理盐浴生产工艺、圆锥滚子对数曲
线磨加工项目、高铁滚子冷镦模具优化项目、滚子新厂房智能示范车间项目、滚子新厂房MES系统的开发及应用等创新项

目稳步推进中，成果初步显现。 

公司进一步明确公司产品结构发展与挑战导向，主攻SKF、FAG等国际尖端客户的G5级、G3级小、微球。为此，公司
成立G5级高精度钢球攻关领导组，加快高精度钢球智能制造的创新推动，报告期内，G5级高精度钢球已实现小批量生产并

列入销售计划，为全面推动产品转型升级和智能制造积累了技术基础，同时用于高精度G5级、G3级小、微球批量生产配套
厂房已全面改造到位，并已投产运行。 

3、继续推行“多元化”管理，增强企业长足发展内生动力 

多元深化、创新管理，才能满足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需要，永葆企业竞争优势的活力。报告期内，在“组织”、“人事”

二个结构的不断深入改革调整推进下，公司进一步完善了管理机制，加速新生代的培养，建立锻炼平台，实施集团各分公司

“一把手”负责制下的直管体制，同时将“多元化”管理的理念由高层向各部门、分公司、工段、班组、直到基层推行，将权力

放下去，责任落在实处，形成了“职务、权力、结果、考核”的管理模式，使产、销形成对线管理、优化产成品库存管控、销

售应收款清收、滞留品压降和清理、三项费用管控、降本增效、安全环境节能减排等管理工作都体现了稳中有升的趋势，坚
持重协组例会、月度综合点评会的开展，及时、妥善解决了一些重要、紧急和常态运行的发展矛盾，同时做到传帮带，使得

企业健康、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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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重人才吸引与培养，打造高效团队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注重员工劳动权益保护，并综合考

量经营业绩状况等各方面因素逐步提升员工薪酬水平。公司通过加强员工考勤、员工档案及劳动纪律管理，建立科学的人力

资源管理体系，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各种寓教于乐、形式丰富的文体活动、知识/环境竞赛、员工大联欢、
聚会、集体旅游等活动，和员工融洽相处，倾听员工们的心声，贴近员工们的生活、陶冶员工们的情操、保持企业员工的工

作活力、向心力、凝聚力。同时公司通过各种途径积极探索对各类人才有持久吸引力的激励机制，形成引得进、用得好、留
得住的人才发展环境，使公司人才资源丰富稳定，后续开发和发展能力强劲。 

5、加强公司规范化治理，维护好投资者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召开了董事会3次，股东大会2次，共计披露43份公告，其中临时公告41份，定期报告2份。公司董
事会严格根据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监管部门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内控

制度，认真组织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进行科学合理决策，对经理层工作进行有效及时的检
查与督导。公司信息披露均在规定的披露时限及时报送并在指定网站披露相关文件，客观地反映公司发生的相关事项。同时，

公司以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专线电话、深交所互动平台等多渠道主动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和交流，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
解和认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健康、稳定的关系，提升公司形象，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报告期内，

深圳证券交易《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2018年度信息披露考核结果的通报》（深圳上深证上〔2018〕301号），力星股份考核
结果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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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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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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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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