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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7-038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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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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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科技 股票代码 00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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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天乐 周思远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 号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35 号 

电话 0571-81601076 0571-81601076 

电子信箱 zq@greatstartools.com zq@greatstartools.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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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57,058,306.32 1,567,298,293.80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1,158,757.99 240,342,041.64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8,481,557.14 269,907,347.89 -11.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5,056,701.80 118,883,733.51 47.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8% 4.82% -0.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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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7,603,009,227.78 7,092,735,710.44 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79,319,307.63 5,625,949,983.85 2.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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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54% 478,960,440 0   

仇建平 境内自然人 5.66% 60,884,300 45,663,22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10% 22,557,100 0   

王玲玲 境内自然人 1.60% 17,150,960 12,863,22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1.49% 16,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四组合 
其他 1.14% 12,246,500 0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91% 9,739,808 0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

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0.73% 7,845,974 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9% 7,369,680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其他 0.65% 6,999,90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仇建平、王玲玲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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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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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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回稳向好走势，机电产品出口4.13万亿元，增长趋势明显。报告

期内，公司工具五金产业继续保持多年来的持续稳定增长，智能装备产业也呈现飞速发展。公司上半年获得销售订单以美元

计同比增长10.5%，营业收入和利润稳步增长，较好的完成了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5,705.83万元，同比增长5.73%，实现净利润25,588.19万元，同比增长4.2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115.88万元，同比增长4.50%，各业务板块完成情况如下： 

1、工具五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内生增长和外延并购”模式，进一步夯实了世界工具行业的龙头地位。 

国际销售方面，公司继续加深LOWES、WALMART、HOMEDEPOT等世界500强优质客户的合作，进一步开拓了非洲，

南美洲，亚洲等新兴市场，挖掘ARDINIX (乌拉圭)，HOMETECH（坦桑尼亚），A-Z TOOLS (纳米比亚) 等新客户。报告

期内，公司加大了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共研发新产品873项，同比增长87%，申请专利118件，其中国际专利9项。其中，智

能激光卷尺，智能投线仪，多功能套筒组套系列等明星产品实现了千万级的销量。 

国内销售方面，公司进一步细分市场，推出了高铁通信专用维护工具、电梯维修专用工具，职业院校新能源汽车维修培

训工具组套等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新型工具套装。公司产品成功进入城市轨道、能源、军工等高尖端领域，不断巩固和扩

大国内市场份额。 

电商销售方面，公司凭借自身强大的资源整合集成优势，立足于供应链、产品、服务等优势，大力开拓国内和国际两大

电商市场。报告期内，公司电商销售业绩呈现爆发式增长。国内电商方面，公司通过垂直电商土猫网+第三方平台+O2O实

体馆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加大国内电商市场销售力度。土猫网目前已合作品牌近200个，并与中铁十五局、顶新国际、绿城

集团等大型企业平台建立战略合作，加速线上专业客户的推广力度。国际电商方面，公司继续加大与亚马逊等国际电商平台

的战略合作，开设亚马逊日本站、美国站、欧洲站、加拿大站等，加速自有品牌WORKPRO、GOLDBLATT等线上推广力度。 

外延并购方面，公司斥资8.6亿成功收购美国百年工具品牌Arrow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北美产品链和服务体系。Arrow

公司盈利能力强，产品占美国大型连锁超市近60%的市场份额，工业领域近38%的市场份额，属于绝对的细分领域龙头。此

次并购后，公司拥有了全新的北美市场的细分领域龙头品牌Arrow及完整的美国生产制造基地和分销体系。随后，公司将叠

加巨星现有的产品进入Arrow品牌，完善产品链，提升北美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 

2、智能装备业务 

公司智能装备产业通过前期的深度整合布局，实现了飞速增长。 

激光测量方面，公司通过整合华达科捷、PT公司，生产、技术、渠道等协同效益凸显，跃居世界激光测量工具制造领

先水平，激光测量产业生态链日趋完善。 

机器人方面，公司物流机器人成功进军国际市场，牵手世界500强史泰博，并成为其全球仓储智能化的唯一供应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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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进一步开拓仓储物流行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安防机器人已成功签约鲁能集团、绿城集团，并进入军工合作领域。 

激光雷达方面，公司成功开发完成激光雷达产品，下半年将进入销售阶段。3D激光雷达可以实时读取物体在三维空间

的位置，并有效感知物体周围环境的变化，相当于人的双眼，产品可广泛应用到无人搬运叉车、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自

动行走的设备中。该产品核心零部件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成功产业化，将进一步引领行业技术变革，有效替代进口，

填补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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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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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仇建平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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