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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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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何德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红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摘要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半年度报告中如有涉及未来的计划、业绩预测等方面的内容，均不构成 公司对任何投

资者的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 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

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在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面临的风险和

应对措施”部分，详细描述了公司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内容。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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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美星 股票代码 3005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礼栋 侯礼栋 

办公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新泾东路）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新泾东路） 

电话 0512-58693918 0512-58693918 

电子信箱 dsh@newamstar.com dsh@newam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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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350,553,006.82 261,315,270.00 3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111,343.28 23,546,476.39 1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5,938,979.30 17,692,325.85 4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018,549.38 15,023,463.55 -459.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9% 3.93%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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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184,963.40 1,380,264,692.99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5,736,221.33 597,035,134.62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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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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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德平 境内自然人 33.00% 75,240,000 56,430,000 质押 30,480,000 

何云涛 境内自然人 26.40% 60,192,000 45,144,000   

张家港德运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0% 15,048,000    

海得汇金创业

投资江阴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3% 2,117,700    

扶绥汇寅新材

料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3% 1,199,190    

金盛兴 境内自然人 0.44% 999,180    

王海立 境内自然人 0.41% 936,405    

王宇 境内自然人 0.26% 598,100    

#袁明涛 境内自然人 0.26% 581,550    

梁志雄 境内自然人 0.24% 555,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何德平、何云涛系父子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何德平持有张家港德运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4.5%的股份。公司未知其余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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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袁明涛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581550股，实际合计持有 581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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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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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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体运行稳定、营收稳步增长 

2019年上半年公司（含子公司，下同）实现营业收入350,553,006.82元，同比增加34.15%；营业成本233,756,701.48

元，同比增加29.67%；实现营业利润27,111,343.28元，同比增加15.14%，利润总额37,494,918.41元，同比增加41.2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111,343.28元，同比增加15.14%。报告期末总资产为1,348,184,963.40元，较期初

减少2.3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585,736,221.33元，较期初减少1.8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4.49%，基本

每股收益0.12元。 

（二）IPD"武装"自身、助推大包装生态战略 

报告期内，新美星一方面学习并引入了先进的产品开发理念——IPD，通过打造高效的团队合作、提高研发实力的有效

输出、切实关注顾客的需求和满意度，进而实现结构化开发流程的全流程整合；另一方面，公司紧扣行业发展特点，充分利

用并不断拓展自身研发、人才、品牌、市场等优势，在加快行业先进技术的拓展研发的同时，更致力于提升经营管理层的自

身素养和管理水平，通过加强公司治理、强化内控建设、全面规范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合理考评体系等措施，得以进一步夯

实公司的自身底蕴，为公司“大包装生态战略”的逐步推进不断积蓄发展动能。 

（三）选育“精兵强将”、落实“双精战略” 

新美星始终坚定不移地落实以人员选育要精兵将强为核心的人力资源领先战略。为筑牢企业人才高地优势，公司坚持以

“战略型”、“支持型”和“伙伴型”三型人力资源为指引，推动招聘向招引转变，培训向培养转变，组织向组建转变，强

化利益驱动、激情调动和精神鼓动，培养一批新美星的“将星”与“匠星”队伍。 

人才队伍的建设关键在管理者团队，核心在于选对、用好、管实。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行以目标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管

理模式，结合新美星学院人才培育的平台资源，新美星打造了一批向学习型、教练型、经营型转变的管理者团队。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新美星通过校企合作、“生态圈”平台打造、自主招聘等方式，定期引进及储备优秀研发技术人才，

其中重点包括双一流高校的研究生，为推行以研究院和事业部为双引擎的产品技改创新模式提供人才保障。 

为帮助各类骨干人才成长发展并脱颖而出，新美星坚持“教材+教师+教学+培训+评价”的“五位一体”人才培养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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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模式，除各类技能基础和企业文化培训外，还开通了特训营、专题班、师徒结对、技能比武等一系列学习培养平台。 

新美星不断完善薪酬分配制度，建立各类员工岗位薪酬晋升通道，突出关键岗位价值，并通过设立项目奖、新产品开发

及迭代奖、专利奖、提质增效奖、合理化建议奖、优秀员工奖、标兵奖、学历和职称提升奖等各项奖励政策，引导骨干人才

高质量地完成绩效目标，并得到重点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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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财政部 2019年 4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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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适用

于 2019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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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

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8末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2018

年度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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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根据准则规

定，对于实施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

具，之前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

比较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

一致的，无需调整。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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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修订）。 

需要追溯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相

关项目，追溯调整见五-44-3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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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可比期间的财

务报表的项目与金额产生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说明 
报表项目 

对 2018年 12月 31日/2018年度相关财

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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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7,890,336.01  

应收票据 1,395,869.60  

应收账款 146,494,466.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75,174,379.20  

应付票据 93,055,7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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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182,118,64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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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