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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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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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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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4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思远

陆海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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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手工具(Hand Tools)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手工具业务凭借研发、渠道、品牌和国际化四大优势，继续巩固行业龙头地位，同时为了应对外部环
境的复杂变化，依靠自身在规模、技术和资金的优势，积极拓展海外制造基地，在稳定现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获取了新的
市场机会。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新手工具产品的销售比重超过30%，新增手工具SKU一千余个；同时公司在新兴市场和
潜力客户的开发上卓有成效，不但开发了包括英国Range等在内的全新大客户，还拓展了原有客户的其他产品的需求；另外，
公司还完成了对北美最大的门窗可替换五金件供应商Prime-Line公司的收购，并借此建立了美国西海岸的仓储物流售后服务
基地，加强了自有品牌尤其是高端品牌的建设和对北美市场的服务能力；同时，公司越南制造基地陆续投产出货；最后公司
持续加强电商销售渠道建设，逐步开展细分市场的电商平台渠道建设，在亚马逊、速卖通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全面上线全球产
品销售，电商销售相比2018年实现了超过45%的收入增长。2019年度，公司手工具产品实现收入510,570.39万元，同比增长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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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光测量仪器(laser Measurement)业务
报告期内，激光测量仪器业务继续稳步发展。激光事业部在面对中美贸易纠纷升级和国内需求继续疲弱的外部环境下
积极开发新产品、拓展新的市场，依靠稳定的品质和完善的服务成功进入日本和南美洲市场。同时激光业务依托公司规模化
的优势，积极设立海外售后服务中心，结合全新的产品设计，将部分原先的高端专业化的产品转化为普通消费者可以使用的
家庭级产品，取得了极大成功。2019年度，激光测量仪器实现收入52,237.32万元，同比增长10.92%。
3、工业存储箱柜（workshop and warehouse furnishings ）业务
报告期内，工业存储箱柜业务维持稳定。2018年中公司完成对欧洲LISTA的收购后，积极整合LISTA和原有的工业存储
箱柜业务，并围绕LISTA品牌拓展欧洲以外地区的市场，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9年度，工业存储箱柜实现收入96,531.95万元，同比增长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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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6,625,464,121.34

5,934,673,688.59

11.64%

4,280,610,14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5,030,139.78

716,999,484.04

24.83%

548,640,76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0,214,354.48

765,521,260.98

7.14%

551,840,09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9,887,123.60

792,573,464.87

2.18%

450,866,060.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67

25.37%

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

0.67

25.37%

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4%

11.21%

1.33%

9.45%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11,132,498,783.42

9,281,397,295.30

19.94%

7,953,759,324.48

7,430,589,865.25

6,644,827,501.04

11.83%

5,973,321,639.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461,055,591.23

1,577,689,872.87

1,890,127,908.62

1,696,590,74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643,511.83

291,492,961.68

283,677,133.60

167,216,53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354,841.09

256,128,535.68

294,809,964.22

129,921,01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222,965.03

399,521,845.29

192,375,185.92

487,213,057.42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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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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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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50,754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6,744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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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99%

483,73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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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零四组合

其他

0.87%

9,304,800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二零一
组合

其他

0.85%

9,166,41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4%

9,011,035

0

安徽国元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1%

8,719,666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其他

0.60%

6,428,449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0%

5,422,988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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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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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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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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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中美贸易纠纷继续变化，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显著放缓，给公司经营管理带来一定压
力。对此，公司积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充分发挥自身龙头地位优势，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662,546.41万元，同比增长11.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503.01万元，同比上升24.83%，各业务板块完成
情况如下：
1、手工具(Hand Tools)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借助创新、品牌、渠道和国际化四大优势，打造和发展自有品牌，加快国际化战略的步伐，加强
电商渠道建设，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工具行业的龙头地位。全年手工具业务实现销售收入510,570.39万元，同比增长4.55%。
报告期内,公司自有品牌取得突破性发展，全年销售额首次突破3亿美元，占比超过35%，同时，公司在美国依靠收购的
ARROW和PRIME-LINE两个公司在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制造基地，初步完成了北美物流仓储售后服务体系的建设，为美国客户提
供了完全本土化的销售服务。另外，公司加速东南亚制造基地的建设，越南制造基地投产运行，其他东南亚地区选址工作全
面展开。最后，公司中国总部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并有序节约各项运营开支，进一步保证了产品的毛利润率和净利润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电商这一全新的渠道，实现销售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公司发挥自身产品的品类齐全和品质优良优
势，开展细分市场的电商渠道建设，优化自有电商渠道，以更好服务客户，报告期内实现电商销售快速增长。
2、激光测量仪器(laser Measurement)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激光测量业务继续维持稳定增长。激光事业部在率先遭遇中美贸易纠纷的不利环境下，继续实现了国际
市场销售收入的增长，同时在国内市场大力推广激光工具和测量仪器的自主品牌“普瑞测”，并取得了渠道建设的突破性进
展。但是由于激光业务规模效应还不明显，现阶段研发投入较高等因素影响，毛利润水平还未能达到最优状态，未来还有持
续优化的空间。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大海外激光测量仪器制造基地的建设，以保证美国市场顺利发展。
3、工业存储箱柜（workshop and warehouse furnishings ）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工业存储箱柜业务的整合，并且将该产品成功打入了美国主流商超渠道，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再
次证实了公司在非手工具创新业务的发展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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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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手工具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5,105,703,895.15 1,591,992,658.34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31.18%

4.55%

13.36%

2.43%

激光测量仪器

522,373,199.21

152,260,783.08

29.15%

10.92%

15.98%

1.27%

工业存储箱柜

965,319,520.66

404,592,445.81

41.91%

72.52%

97.83%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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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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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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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决议、
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财会〔2019〕1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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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Lista Holding AG 及其子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无
起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

根据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实务问答，
如果母公司尚未执行新租赁准则而子公
司已执行新租赁准则或《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 16 号——租赁》（以下简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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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准则）的，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可以将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按照
母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调整后合并，也
可以将子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或国际租
赁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直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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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Prime-Line Products, LLC控股权，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子公司Great Star Vietnam Bac
Giang Co.,Ltd注销清算，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仇建平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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