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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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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一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星宇股份 6017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树军 张兮吾 

电话 0519-85156063 0519-85156063 

办公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秦岭路182号 常州市新北区秦岭路182号 

电子信箱 lishujun@xyl.cn zhangxiwu@xyl.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7,359,333,737.59 7,248,518,403.28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34,675,259.78 4,368,407,697.27 1.5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805,884.87 358,733,919.91 -56.85 

营业收入 2,707,218,280.95 2,450,469,525.41 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9,466,701.68 300,160,013.10 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14,599,484.48 268,124,113.91 17.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6 7.19 增加0.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293 1.0869 13.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293 1.0869 13.1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92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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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周晓萍 境内自然人 37.12 102,520,320 0 无   

周八斤 境内自然人 13.59 37,535,380 0 无   

常州星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0 17,676,000 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0 3,854,210 0 未知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3,841,222 0 未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6 3,751,972 0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创新动力 未知 1.19 3,292,703 0 未知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未知 1.07 2,951,121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未知 1.03 2,843,733 0 未知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8 2,692,825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周八斤先生和周晓萍女士为父女关系；周晓

萍女士和周八斤先生分别持有常州星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和 40%的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主营业务继续

保持快速发展，实现营业收入 270721.83 万元，同比增长 10.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3946.67 万元，同比增长 13.10%。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1、企业文化建设 

强化全体员工“诚信守诺”、“尽职守则”的行为操守，遵守“阳光工程”和“星宇十条”，持续打

造廉洁、务实、诚信的企业文化。公司坚持“家文化”，关爱员工、帮助员工、回报社会。 

2、持续打造高效廉洁的组织，不断完善优化组织和制度建设  

公司持续推进“方针管理”及 KPI 绩效管理，明确工作目标，统一整体活动方向，实现公司成

果最大化。 

3、新项目及批产项目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承接 34 个车型的车灯开发项目，批产新车型 23 个，优质的新项目为公

司未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4、加强新技术开发应用 

尾灯的高精度尺寸控制技术研发成功； 

贯穿式尾灯的焊接及尺寸控制技术研发成功； 

5、加强产能布局、提升智能制造 

2019 年佛山工厂二期项目已经竣工。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预计 2019 年三季度竣工。 

6、回报员工，促进企业长期发展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部分解禁、出售并发放给员工，共计 298,800

股，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财务报表列报 

2019 年 4 月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按照准则生效日期开始执行前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

求进行了调整，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要会计政策已在附注五各相关项目中列示。公司管

理层认为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

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

要会计政策已在附注五各相关项目中列示。公司管理层认为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9 年年初

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 2018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首次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312,679,815.12 -2,281,490,000.00 - 31,189,815.12 

交易性金融资产 - 2,304,243,889.87 - 2,304,243,889.87 

其他应收款 51,362,905.91 -22,753,889.87 - 28,609,016.0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 -1,000,000.00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1,000,000.00 - 1,000,000.00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晓萍 

2019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