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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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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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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7,168,02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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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帅尔 股票代码 00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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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群峰 田碧华 

办公地址 
杭州市富阳区受降镇祝家村交界岭 99 号

（2、3、4、5 幢） 

杭州市富阳区受降镇祝家村交界岭 99 号

（2、3、4、5 幢） 

电话 0571-63413898 0571-63413898 

电子信箱 zq@hzstarshuaier.com zq@hzstarshuai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各种类型的制冷压缩机用热保护器、起动器、密封接线柱，以及小家电用温度控制器和中小型、微型

电机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从事各种类型的热保护器、起动器和密封接线柱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冰箱、冷柜、空调、制

冷饮水机等领域的制冷压缩机以及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上。目前，公司产品已覆盖国内外主要压缩机生产厂家，包括华意系

公司、东贝系公司、美的系公司、钱江公司、四川丹甫、LG电子、尼得科电机、恩布拉科等，终端客户为海尔、海信、美的、

美菱、奥马、惠而浦、西门子、夏普、伊莱克斯、三星、LG电子等国内和国际知名企业，深得客户信赖。上市以来，公司在

巩固和强化自有业务的同时，积极开展产业链整合，通过对新都安、浙特电机的收购，切入小家电温度控制器、电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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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了公司在家电产业链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锦电子主要产品为电机压缩机密封接线插座、光通信组件、光传感器组件，主要应用于冰箱、冷柜、

空调、制冷饮水机等领域的制冷压缩机上，以及新能源汽车、通信等领域，主要客户为东贝系公司、华意系公司、美的系公

司、万宝系公司、湖州骏能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奇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航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华锦电

子不断加强在新兴领域的研发投入与市场布局，其产品已成功进入新能源、光通信组件、光传感器组件等领域，与客户建立

了良好的沟通、供货等关系。华锦电子将在现有空调、冰箱、冷柜等压缩机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产品应用领域，丰富

产品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都安专业从事于温度控制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应用于变压器、微波炉、饮水机、咖啡机、热

水器、吸尘器等小家电领域，客户主要有美的、格兰仕、苏泊尔、利仁、科沃斯、方太、松下、夏普、惠而浦、三星、LG

等公司。近年，小家电行业在政策支持、宏观经济发展、居民对生活品质高要求的背景下，国内及国际市场的需求均出现明

显增长，包括微波炉、干衣机、智能马桶盖等等。新都安一直致力于中高端客户（包括海外市场）的开发，力争为客户提供

差异化的产品来满足不同应用环境下对温控器的特殊需求。报告期内新都安开始介入冰箱霜化器、空调压缩机等领域。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特电机主要从事中小型电动机、微型电动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应用范围涵盖冰箱、空调、电

梯、清洗机、新能源汽车、厨余粉碎机等领域，主要客户包括海立电器、瑞智（九江）精密机电有限公司、江苏白雪、上海

江菱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福田机电有限公司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茂压缩机有限公司、无锡众联能创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苏州众联能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海立新能源、曲阜天科电动科技有限公司、DIVERSEY EUROPE、NEW WORLD 

PRODUCTS LIMITED、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等，相关产品在市场和技术研发方面均建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1、热保护器 

热保护器主要用于制冷压缩机中电机的过流、过温保护，一般被串联在压缩机回路中，当回路中运行的电流或温度超过

规定值时，热保护器中的热敏元件--双金属片，将变形翻转，使电路断开，从而起到防止电机因温度过高或电流过大而烧毁

的作用。 

2、起动器 

起动器主要用于辅助压缩机完成起动动作。由于压缩机在起动时需要较大的电流和转矩，而正常工作时需要的电流和转

矩则大幅下降。因此，为了达到节能效果，通过给压缩机的电动机加上一组辅助线圈，并利用起动器的工作原理来达到连通

或切断辅助线圈的作用，从而有效控制压缩机起动和运行时的电流和转矩，保证家电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公司自主研发了超低功耗PTC起动器，功耗低于0.4W，节能优势明显，并且在正常工作时起动芯片不发热，使用寿命也

大为延长。公司的超低功耗PTC起动器电路设计简单，主要元器件为触发芯片、起动芯片和可控硅，具有安全性好、可靠性

高、防短路、抗电磁干扰性强等特点。 

3、组合式起动热保护器 

公司生产的组合式起动热保护器，是通过工艺改进和设计，将起动器和热保护器组合起来，一方面能够有效缩小产品的

占用空间，适应压缩机不断小型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组合式起动热保护器上增加多个接线端，实现压缩机内外部不同功

能部件的电路连接，保证压缩机的工作安全。 

4、密封接线柱 

密封接线柱主要用于实现压缩机内外电源线的连接、绝缘和密封等功能，保证压缩机在内外气压差较大的环境中工作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对气密性、绝缘强度、耐腐蚀性和安全性的要求较高。 

5、光通信、光传感器组件系列 

光通信、传感器组件与专用芯片封装，通过光电转换，起到信号放大与滤波作用。该系列产品市场上多达100种以上，

各个厂家生产的产品不同，经过各个工序的封接装配基本分为低端、中端、高端及军工系列。低端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儿童

玩具车、照明、开关等，中端系列主要应用于电极启动、消磁电路、限流元件、过热保护、恒温发热、超高频电视等，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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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全球定位系统、移动通信、微波通讯、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混合集成电路、片式元件、

安防产品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线性光耦、红外线传感器透视、人体红外线感应模块等，军工系列广泛应用于航天、导弹、

飞船等。 

6、温度控制器 

双金属片突跳式温控器是一种将定温后的双金属片作为热敏感反应组件，当产品主件温度升高时所产生的热量传递到双

金属圆片上，达到动作温度设定时迅速动作，通过机构作用使触点断开或闭合；当温度下降到复位温度设定时，双金属片迅

速回复原状，使触点闭合或断开，达到接通或断开电路的目的，从而控制电路。 

7、中小型电动机及微型电动机 

中小型电动机主要包括三相异步电动机、高效节能永磁同步电机和高效节能微型电机，永磁同步电梯曳引机电机、电梯

门电机、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电机；微型电动机主要包括家用、商用空调压缩机三相/单相交流电

机和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冰箱压缩机交流和无刷直流电机、高压清洗泵电机、粉碎机电机。 

（三）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的销售模式，向国内外主要的压缩机厂商、小家电生产企业、电梯生产企业、清洗机生产企业、新能

源汽车配套生产企业、厨余粉碎机企业等销售产品。 

在新产品的市场开拓初期，研发、技术、生产等部门全力配合商务部，与客户就产品技术、性能、参数匹配、安全性、

质量认证的多方面进行深入沟通，获得客户认可后确立合作关系。程序上，首先在确定潜在目标客户后，商务部、研发部共

同与客户洽谈，了解客户需求和重点关注问题，并给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和建议；其次，客户来现场考察，在研发、技术和生

产等部门配合下，了解技术研发实力和生产工艺水平；然后根据客户要求设计、送样、试验并初步报价；在送样、试验都通

过的情况下，进行整机VDE、UL、CQC等各种产品认证；在通过所有认证并获得客户最终满意后再签订合同。 

公司定期对客户满意度进行调查，向客户发出《顾客满意程度调查表》，由客户对产品质量、交货及时性、价格及售后

服务情况进行评分，商务部根据客户的评分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客户满意率结果。公司管理层针对调查结果专题讨论，总结

经验，提出提升客户满意度的措施，力争服务好每个客户。 

2、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热保护器和起动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PTC芯片、银铜复合触点、锡青铜带、不锈钢带、塑胶件、双金属片、发

热丝等，生产密封接线柱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膨胀合金、成壳、冷板、玻璃粉等，生产温度控制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胶木制品、

陶瓷制品、各类五金冲压制品等，生产电机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硅钢片、漆包线、铝锭等，这些原材料市场供应充分，不

存在供应商独家垄断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通常都会选择2家及以上合格供应商，通过比质比价采购，确保原材料采购价格、数量、交货期得到保

证。公司部分零部件由金工（冲制）车间自行生产，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还缩短了产品的交货周期。 

（1）供应商的选择 

在确定合格供应商前，除了个别客户针对特定零部件对供应商进行指定外，对供应商进行详细调查，对其生产规模、生

产及检测设备、工艺及技术水平、价格、服务、社会责任等由公司技术、质管、采购部门进行综合评价，并对样品和小批量

进行确认合格后，才能成为合格供应商。公司通常与供应商签订年度购销合同、有害物资管控协议以及相关的质量协议、环

境协议等，进行年度评价，成为确定下年度供应商重要参考标准；公司不定期对主要供应商进行现场审核，发现问题要求其

进行整改；在进货过程中，发现有异常质量问题，由质管部开具《产品质量异常通知单》，要求供应商分析异常质量问题产

生的原因，并提出纠正和预防措施，避免类似问题重复出现。 

（2）采购流程 

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计划、库存材料以及采购周期等因素，编制月度采购计划，经生产副总审核、总经理批准后实施；再

将各种采购材料填写下达到各个合格供应商，供应商根据通知单要求的数量和交货期，将材料送到仓库，经数量核实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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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送检单，由质管部等部门根据要求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办理入库手续。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是由生产、技术、质管、商务、供应等多个部门协调合作，共同实施的，以确保生产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其

中，生产部负责正确执行生产计划，组织、协调生产过程；生产过程设备的管理；监督质量计划的正确实施。商务部负责客

户需求的识别与评审、产品交付和交付后的实施及顾客交流工作。质管部负责产品的监视和测量；产品状态标识的管理；负

责监视和测量装置的管理；各生产车间、仓库负责按规定要求进行生产作业；实施和保护产品标识；保持良好的生产作业环

境。技术部负责生产提供过程中必要的技术支持。供应部门负责采购供应工作。 

由于不同客户对产品的性能、参数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公司产品型号众多，属于个性化产品，以订单生产和备货生产

相结合的方式安排具体的生产。公司产品销售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往往在淡季的时候适当增加备货，以应对销售旺季的需要。

此外，客户除定期下订单外，也会提前给公司一些未来1-2个月的最低库存备货合同，公司以此为依据安排备货。 

（四）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情况及市场竞争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制冷压缩机热保护器、起动器、密封接线柱，以及小家电温度控制器和中小型、微型电机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热保护器、起动器、密封接线柱和温度控制器等零部件行业 

作为冰箱、冷柜、制冷饮水机等家用电器领域的关键零部件，公司生产的起动器、热保护器、密封接线柱产品所处的行

业随着国内家用电器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随着下游家用电器中的冰箱、冷柜、制冷饮水机以及压缩机等产业向我国转移，

直接带动了上游热保护器、起动器、密封接线柱行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国内优势企业在全球市场已经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不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在产量规模、生产成本上也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除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之外，产品出口量

也在逐步加大。 

公司通过多年的持续研发，积极开拓热保护器、起动器和密封接线柱市场，目前已覆盖了国内主要冰箱、冷柜等压缩机

生产企业，包括华意系公司、东贝系公司、美芝系公司、钱江公司、四川丹甫、江苏白雪、LG电子、恩布拉科等知名厂商，

市场份额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目前主要竞争对手是常熟市天银机电、森萨塔科技、广州森宝、艾默生富塞、三环集团等。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都安的产品方向集中在突跳式温控器的细分领域，新都安进入该领域时间较长，长期以来专注于该细

分领域的技术研发及产品升级，形成了较好的商誉及品牌优势，荣获多家客户的优秀供应商称号，在该细分领域中拥有较强

的竞争力。近年来由于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家电行业快速发展，特别是各类厨房小家电以及洗烘一体机的内销及外

销需求量持续增长，温度控制器市场一直保持着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公司温度控制器业务将持续受益于小家电市场的发展。

主要竞争对手是佛山通宝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天朋温控器有限公司等。 

2、电机行业 

电机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在国内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产品的品种、规格、性能和产量都已基本满足我国国民经

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电机产业的国际转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电机，特别是中小电机的主要生产制造基地，多家国际知名电

机制造商如ABB、通用电气、西门子等均在中国设立了制造中心。电机是量大面广的产品，它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农业、国

防、公用设施和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因此，电机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建设、能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都起着重要

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在全球降低能耗的背景下，高效节能电机成为全球电机产业发展的共识。在电机系统节能方面，中国相继出台

了一些指导政策，特别是2008年以后，加快了淘汰低效电机及拖动设备的速度，加强了高效节能电机推广力度；2009年，财

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组织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采取财政补贴方式，加快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2010年又印发了《节能

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机推广实施细则》，将高效电机纳入惠民工程；2009年和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先后发布了两批“高

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  

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电机行业不断向节能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得以不断优化，促进了电机行业的健康发展。目前，

中国电机行业已具备较大的市场规模，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电机行业的需求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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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为电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浙特电机专注于中小型电动机、微型电动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应用范围涵盖冰箱、空调、电梯、新能源汽车等

领域，主要竞争对手是杭州富生电器有限公司、浙江迪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等。浙特电机经

过在电机行业多年的积累与投入，在行业内积累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相关产品在市场和技术研发方面均建立了一定的竞争

优势。伴随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带动汽车、能源、石化、冶金、造船和交通等电机产品重要

消费领域不断升级，为电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凭借浙特电机在电机领域多年的积累，公司电机业务有望实现稳

步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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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708,198,952.10 409,179,038.33 73.08% 354,798,54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396,533.59 95,412,383.97 37.71% 89,403,85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184,657.34 93,787,075.75 36.68% 84,806,53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485,262.92 93,394,808.08 102.89% 78,172,320.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5 0.84 36.90% 0.78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5 0.84 36.90% 0.78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0% 14.27% 2.73% 17.2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365,441,408.82 896,276,217.56 52.35% 812,386,41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9,269,398.94 710,385,322.80 18.14% 635,639,842.8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6,201,115.71 183,501,039.78 175,572,704.98 192,924,09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66,416.18 26,205,787.81 63,002,080.54 17,722,24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949,671.30 22,588,540.70 68,485,229.10 10,161,21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04,996.43 638,890.55 118,346,126.20 57,095,249.7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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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9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25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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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月根 境内自然人 33.42% 39,152,915 39,152,915 质押 11,000,000 

星帅尔投资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94% 17,502,001 17,502,001 质押 10,000,000 

楼勇伟 境内自然人 3.33% 3,900,000 3,900,000 质押 740,300 

孙华民 境内自然人 1.78% 2,089,499 2,073,959   

夏启逵 境内自然人 1.65% 1,939,022 1,939,022   

卢文成 境内自然人 1.04% 1,216,887 1,075,790   

深圳市华晟达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1,200,000 0   

钮建华 境内自然人 0.73% 856,749 844,462   

车宝根 境内自然人 0.66% 770,000 0   

赵其祥 境内自然人 0.60% 700,0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楼月根、第三大股东楼勇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系父子关系。公司股东楼

月根为星帅尔投资股东邵宏的配偶的姐妹的配偶，系连襟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上述公司股

东间有关联关系的情况为公司股东楼月根、楼勇伟、孙华民、卢文成、夏启逵、车宝根、钮

建华持有公司的法人股东星帅尔投资的股权。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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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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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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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立足于压缩机热保护器、起动器、密封接线柱、光通信组件、温度控制器以及电机产品的

主营业务，继续践行“诚信为本，共同发展”的理念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推动各项事业的稳步增长，以

“创行业一流、铸世界品牌”为公司的发展目标，以“不断提升品质、保护准确可靠、产品经久耐用、满

足顾客需求”为公司的质量方针，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2019年公司的各项经营指标包括销售与利润，同

比都取得了稳定的增长，较好的完成了年度的各项目标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经营业绩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819.90万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3,139.65万元，分别较去

年同期增长73.08%、37.71%，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 

2、技术研发方面 

2019年公司研发项目的开发完成情况如下：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情况 目的 拟达到目标 技术来源 

1 产品类 防短路型PTC起动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2 智能型起动保护装置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3 制冷机组用重锤式起动继电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4 家用制冷机用一体型控制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5 密封接线柱的连接装置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6 带NL接线端子型PTC起动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7 安全型多端子PTC起动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8 交流压缩机控制器 研发中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9 直流压缩机控制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10 复合型起动热保护器 研发中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11 微型起动热保护器 研发中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12 带PTC式电流型起动继电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13 圆形热保护器定位装置 研发中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14 电动或混动汽车空调接线板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15 商用制冷压缩机密封接线柱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16 一种光电传感器玻封组件的研发 研发中 新产品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17 防爆型温控器 研发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18 清洗泵SF04-2.1铝线电机 研发已完成 降低成本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19 清洗泵SF04-2.2铝线电机 研发已完成 降低成本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20 MZD139三相交流涡旋式压缩机电机 样机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21 TE160系列空调压缩机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可以批量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22 IHT163空调压缩机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样品已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23 TSY85车用空调压缩机电动机 小批量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24 CYJ105系列车用涡旋式空调压缩机用永磁

同步电动机 

小批量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25 威特RF系列电梯电机 小批量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26 威特SF系列电梯电机 可以批量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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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威特MF系列电梯电机 可以批量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28 众联EV51系列汽车电机 小批量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29 众联EV31系列汽车电机 小批量完成 新产品 行业领先 自主研发 

30 工艺类 光电器件-光窗烧结工艺 研发已完成 新工艺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31 激光多极管高气密性封装工艺 研发中 新工艺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32 密封接线座高精密度玻璃熔化密封新工艺 研发中 新工艺 国内领先 自主研发 

33 组装CCD 研发中 提高质量 行业领先 合作开发 

3、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在保持现有产品和客户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产品、新客户。例如华锦电子

与上海本菱涡旋压缩机有限公司、汝州市裕丰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市观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海宁久达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建立了合作关系，浙特电机开发了海立新能源、曲阜天科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威特

电梯部件（苏州）有限公司、永大（电梯）中国有限公司等优质客户。 

4、资本运作方面 

公司分别于2017年11月和2019年1月完成对浙特电机24.99%和21.77%股权的收购，合计持有浙特电机

46.76%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其中收购其21.77%股权的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过约两年的合作后，

公司认为扩大合作对于双方都具有更高的价值，已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浙特

电机剩余53.24%股权。公司向证监会报送的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于2019年11月29日获得审核通过，2020年

1月22日完成了2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并于2020年2月19日在深交所上市，现已完成对浙

特电机剩余股权的交割过户工作。本次交易完成后，浙特电机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整合与协同效应

将进一步显现，有利于推进公司战略布局，拓展产业链布局，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为公司实现跨越

式发展提供有利契机，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019年12月公司筹划收购控股子公司常熟新都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34%股权，目前已完成标的资产的

交割过户。通过本次交易实现对少数股东权益的收购，更加有利于提高公司对子公司的决策效率，促进双

方的业务发展，助力公司打开新的成长空间。 

5、生产管理方面 

公司完成多项模具的改善提升，多项自制设备、外购设备安装调试并投产，随着募投项目的结束，自

动化设备的投入使用，成本节约、产品品质及生产效率方面均有显著成效。浙特电机自年初纳入星帅尔管

理体系后，在生产管理方面更加规范高效，严格按照营销部订单排产，清理公司积压库存，盘活资金；加

大设备投入，提高公司产能；重新核定产品工时定额，提高工作效率。 

6、质量管理方面 

公司及子公司建立了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将质量目标考核纳入各级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通过

层层分解质量目标，将各级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与个人收入挂钩，分月度、季度、年度进行考核，以确保

产品质量。2019年质量管理方面主要取得以下成果： 

（1）不断提升检验队伍素质，定期对检验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对整个检验过程实行有效管理； 

（2）抓源头质量管理，对供应商定期走访，灌输质量就是企业生命的理念，让供应商和公司一起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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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冲压件加工是公司强项，也是产品的质量源头，公司细抓模具设计和制作、冲压过程管控，现

场6S管理，零件质量有大的提升，成品质量合格率进一步提高； 

（4）公司产品规格较多，对客户个性化服务是公司的特点，公司组织技术、质管人员对不同客户进

行点对点服务，取得客户认同；公司在生产过程抓精细化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可靠； 

（5）成品检验采用自动检测判断，杜绝人工误判，确保出厂质量稳定可靠； 

（6）取得压缩机行业标杆加西贝拉的QC成果二等奖； 

7、标准制定方面 

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在标准制定方面取得了以下主要成绩： 

（1）参与了《空气源热泵控制器使用要求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起草工作; 

（2）参与制定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家用电器用主要零部件分技术委员会主办的《家用电

器专用智能功率模块技术规范》和《家用电器专用智能控制单元技术规范》； 

（3）参与起草了《正温度系数(PTC)电热元件》标准； 

（4）参与起草了T/CEEIA 356-2019《智能坐便器加热器》标准，已于2019年6月3日发布； 

（5）公司组织起草的T/ZZB 0982—2019《全封闭电动机—压缩机用外置式圆形热保护器》标准已于

2019年2月22日发布； 

（6）参与GB/T 1029-XXXX《三相同步电动机检验方法》的国家标准修订，以及《中小型电机节能监

察技术规范》、《电机数字化车间运行管理的一般要求 第1部分：总则》、《生态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机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技术规范》等行业标准的制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2月合并浙特电机，主营业务新增电机产品，使得2019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等指标较去年实现

较大幅度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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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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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楼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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