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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5                            证券简称：康斯特                            公告编号：2019-056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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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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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斯特 股票代码 30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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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楠楠 李广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5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5 号楼 

电话 010-56973355 010-56973355 

电子信箱 zqb@constgroup.com zqb@const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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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06,113.48 101,498,849.69 2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748,262.39 28,891,521.84 2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3,658,885.18 28,648,052.98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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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48,712.70 11,002,833.08 2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81 0.1745 24.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81 0.1745 24.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5.97%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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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57,387.09 593,008,019.06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5,977,369.30 534,344,720.71 2.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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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维利 境内自然人 18.90% 30,984,200 23,727,900 质押 6,800,000 

何欣 境内自然人 16.73% 27,421,925 20,566,444 质押 6,800,000 

浦江川 境内自然人 11.93% 19,556,400    

刘宝琦 境内自然人 11.44% 18,755,156 14,066,367 质押 1,012,000 

赵士春 境内自然人 3.94% 6,456,500 4,842,375 质押 264,000 

北京海国东兴支

持优质科技企业

发展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8% 6,190,000    

何循海 境内自然人 1.68% 2,761,220 2,295,915   

李俊平 境内自然人 1.49% 2,448,000 1,836,000   

杭州威廉兰鞋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1,514,900    

赵路阳 境内自然人 0.92% 1,50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姜维利和何欣，姜维利和何欣亦为本公司一致行动人。

浦江川、刘宝琦、赵士春、何循海、李俊平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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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耕细作，专注企业核心价值。在新一轮全球科技及产业格局重铸的背景下，公司正建立健全企业创新体系，强化研发创新

主体地位，以过程管理创新推动新产品及新技术更大程度的应用；把握用户产品品质及经营效率升级的需求，以新的高端产

品组合提升品牌价值，加快由设备供应端向使用者服务端转型；各工艺质量创新要素有效对接，逐步提高“规模化定制”能力

及产品的有效供给。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90.61万元，同比增长23.06%，利润总额4,204.60万元，同比增长18.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74.83万元，同比增长23.73%。 

1.研发创新，围绕客户需求创造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金额2,253.02万元，占总营收的18.04%，公司研发高投入与产品高附加值已互为因果关系。 

高准确度仪器仪表是高研发密集度产业，智能化的高准确度仪器仪表更是涉及多学科、跨专业技术领域的交叉与融合。2015

年-2018年，公司智能校准检测终端产品占比由24%提升至32%，公司正以压力检测技术为主，延伸建设温度、电学的多学科

协同研发平台，专业化、系统化的将自身核心技术与前沿技术相适应与转化。截至2019年6月末，公司正申报待批专利42项，

其中包含PCT国际专利5项，国内发明专利20项；在保护期各项技术专利111项及软件著作权42项，其中发明专利17项，欧洲

专利4项，美国专利4项。在保护期及已申报待批专利中，压力检测相关专利与温度、电学相关专利占比为7:3。 

 
1)压力检测新产品成长空间进一步打开。①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ConST811系列产品，最大造压压力为4MPa，最佳压力控制

稳定度为±0.02 hPa，已推出了包括气压版、气象版等五个版本，2011年上市以来逐步受到全球用户认可，截至2018年，已

累计实现销售额超1.4亿元。报告期内，融合气压控制技术、智能交互技术的ConST811系列再次推出重量级新品，其检测效

率再次提升1/3，精度最高至0.01级，最大造压可至7MPa，可覆盖80%以上的常规压力仪表量程，同时可实现压力传感器的

检定，这将会进一步扩大该系列产品的优势；②应用12项专利技术的ConST810系列产品通过wifi、蓝牙等等相关无线通讯技

术及有线通讯技术联网进行远程操控，并可通过APP进行应用监测，为用户确保相关产品参数运行稳定的同时，亦提升现场

巡检效率。报告期内，ConST810系列在国际市场销量同比增长28%。 

2)温度产品业务需求逐步释放。①ConST660系列智能干体炉可以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应用， ConST660系列产品在2018

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销售额已大幅超过其研发投入金额。②采用高精度电测、互连多媒体交互、极简通道扩展等技术的

ConST685智能多通道测温仪，具备8位半高精度测量能力，最高准确度可达2mk，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满足各行业对温度

传感器校准检定、恒温源性能测试、现场温湿场测试等深度需求。③搭载ACal校准平台系统的全新智能温度自动检定系统

ConST680，以ConST685为控制中枢，大幅温度产品校准检定过程的工作效率和准确度。 

2.营销创新，构建高质量创新转化载体。 

工业企业对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提升的意愿具备天然性和连续性。公司下游用户分布较为广泛，但用户对产品指标以及操作

平台的诉求或通用或相似。立足全球市场，了解客户，理解自身产品、服务与用户需求的关系，是公司营销创新的驱动力。 

1)业务结构行业化、精细化。①随着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区域工业经济总量的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调整产品定位，与细分市场匹配，并依托新产品实现应用领域的拓展。2019年上半年，电力行业营收占比调整至26%，石化

行业提升至23%，计量校准行业调整为21%，轨交行业提升至8%，冶金行业提升至8%，营销团队正逐步实现精细化管理；

②国际市场继续贯彻极致服务的理念，调整经营策略，依托优势产品及校准服务，拓展代理商辐射品牌影响力，受中美贸易

摩擦及全球经济形势动荡影响，国际市场销售仍然保持两位数以上稳定增长。其中欧洲及中东市场增幅较为显著，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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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美洲地区同比增长14%，亚洲、非洲及大洋洲地区营收同比略有下降。 

2)营销模式持续创新完善。①围绕ConST810、ConST811、ConST660系列等优势产品，加强了新媒体定向推送及到用户现场

拜访的频次，扩大品牌影响力，提升市场渗透率；②通过样机演示、媒体推广、专业评选、专家研讨会等方式，在全球中高

端市场，树立ConST685系列的高端形象定位，为拓展电学应用奠定基础；③以MEMS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及压力变送器产品

向上延伸，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以及新细分市场的拓展；④以“智能制造”、“制造业单项冠军”扩大品牌影响力，并通过CRM

系统提升服务效率，把握客户价值与产品组合相匹配；⑤通过技术讲座、产品发布会、“康斯特计量学堂”等形式，树立行业

专家形象，与核心用户、潜在用户群体的长期互动，为进行人群画像，指导营销决策提供依据。 

3.工艺创新，驱动差异化生产链的标准建设。 

符合工业领域需求的技术定制化是发展趋势。校准检测产品的需求具备多样性和差异性，公司的子产品数量近2000类，单笔

订单规模不大，是典型的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 

在对业务流程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过程中，信息化建设与工艺创新对公司产能释放有着积极作用。结合实际产能、模式、成

本收益等因素，公司以“大研发、小制造”为目标，围绕自身产品体系建立数字化能力，推进智能制造策略，对接PLM、ERP、

MES、CRM、备货系统，购置先进数控中心设备及自研核心工艺设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干预性措施，保证在差异化的生

产链中供应可靠的标准化产品。 

1)在设计环节，通过标准化、模块化、可制造性、可维修性等指标，完善DFX设计评审规范及NPI流程，强化对人、机、料、

法、环工艺数据的结构化、数字化管理； 

2)在制造环节，完善APS计划排产及MRP运算，对云端的生产周期或材料储备数据进行分析与预测；完善智能测试平台，通

过软件控制压力、温度数据的监测与采集，实现不同工装设备的测试数据的全自动的标定、温补及验证； 

2019年上半年，具备温度示值自动标定及温场全自动标定的ConST8000温场全自动标定系统正式投入使用后，ConST660系

列的产品交付能力同比提升100%。即将正式投入使用ConST9001压力仪表等级分选测试系统，可实现传感器、压力仪表的

稳定性实时监测、分级筛选、数据自动分析及出单等功能，将为扩产项目及MEMS传感器项目提供有力支撑。 

4.战略管理创新，建立校准、测试、传感器技术生态体系。 

公司商业模式是高研发投入、高附加值产品、柔性制造及极致服务，优势是能够快速应对全球客户转型升级期的理性与个性

需求变化。报告期内，为满足产业升级需求，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拟使用募集资金启动“MEMS传感器垂直产业智能制造项

目”、“压力温度检测仪表智能制造项目”及“智能校准产品研发中心项目”，加大高端技术的研发投入及人才引进，并向上游

核心技术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延伸，通过扩大现有主营产品、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及压力变送器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有效产能供给，

将进一步实现行业渗透率的提升。 

在产业变迁机遇下，公司正通过差异化创新战略，使品牌与客户之间产生更强的互动。针对工业领域用户，公司以技术为导

引，正逐步搭建校准、测试、传感器技术的协同化平台生态体系。 

1)核心共性技术。检测校准技术及传感器技术的核心均是弱信号的测量，测试技术更是与检测校准技术为伴生关系； 

2)应用协同化。随着工业物联网及5G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用户设备运营维护的协同化需求也将增强。公司现有检测校准产

品、拟生产的压力传感器及压力变送器被广泛的用于工业领域相关压力、温度参数的测量及校准，测试类产品则广泛的应用

于工业产品的品质控制环节，面对的是同一或相似的用户群体； 

3)模式可移植性。“极致创新”、“极致品质”、“极致服务”、“极致交付”、“极致体验”是公司商业模式的主要体现，这一模式

对拟拓展业务具备借鉴性及可移植性，在需求放量时将体现更强的差异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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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附注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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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包括公司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桑普新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恒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爱迪特尔有限

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济南长峰致远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2）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 

本期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济南长峰致远仪表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投资设立，股权占比51%。该子公司合并日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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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表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公司合并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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