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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7-017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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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仇建平 董事长 因公出差 徐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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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2477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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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稳固了以工具五金为核心的产业龙头地位，智能装备产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公司主要产品涵盖手工具、

智能工具、激光产品、机器人等，主要用于家庭日用、建筑工程、测量测绘、物流机器人、安保防护等领域。公司整体营业

收入和利润实现双增长，较好的完成了年度经营目标。 

1、工具五金领域 

2016年，我国外贸下行压力大，机电产品进出口出现多年未有的双降。公司五金工具业务凭借研发能力强、渠道优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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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优、综合竞争力强等优势，继续稳居世界手工具行业前列。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深世界500强零售企业的合作力

度，加大电商销售渠道建设，土猫网和第三方电商平台实现较快发展。工具五金实现收入331,500.53万元，增长6.51%。 

2、智能装备领域 

2016年，公司继华达科捷后，再次收购PT公司，整合激光智能工具产业链，加强激光智能工具研发制造实力。其次，

公司参股微纳科技，引进国内先进的智能人机交互和智能无线互联技术，加快公司现有产品的智能化进程，3D激光雷达的

研发、试制取得成功，实现产业化。报告期内，智能装备实现收入28,560.21万元，增长3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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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603,322,860.32 3,176,484,532.78 13.44% 2,866,067,73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1,638,358.26 479,870,336.03 29.54% 485,829,10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4,205,606.87 471,630,274.00 45.07% 458,109,73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7,669,056.25 503,063,581.23 20.79% 484,284,949.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47 23.40%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47 23.40%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2% 12.00% -0.08% 13.1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7,092,735,710.44 5,525,823,030.87 28.36% 5,427,051,48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25,949,983.85 4,022,629,750.86 39.86% 3,877,091,619.4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98,787,636.68 868,510,657.12 1,081,475,420.65 954,549,14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524,622.65 133,817,418.99 220,593,316.31 160,703,00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773,914.23 164,133,433.66 230,515,335.89 183,782,923.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091,688.25 36,792,045.26 203,090,630.46 285,694,6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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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2,5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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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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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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8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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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8,22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1.54% 16,543,050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四组合 
其他 1.14% 12,246,500 12,246,500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05L-005LFH

002 

其他 0.98% 10,588,741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七组合 
其他 0.75% 8,035,099 0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

分红
-018LFH001 

其他 0.73% 7,845,974 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6% 7,113,200 7,1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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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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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我国机电产品对外贸易下行压力大，机电产品进出口双双下降，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克服严峻的

宏观环境影响，稳步发展工具五金产业，加速推进智能装备产业，实现了整体营业收入和利润双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60,332.29万元，同比增长13.44%，实现净利润63,184.02万元，同比增长31.3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163.84万元，同比增长29.54%，各业务板块完成情况如下： 

1、工具五金业务 

2016年是十三五发展元年，公司工具五金业务凭借技术创新、销售渠道、自主品牌、供应链管理等优势，继续稳居世界

手工具行业前列。 

渠道方面，国际销售继续加深LOWES、WALMART、HOMEDEPOT等世界500强优质客户的合作，进一步开拓南非、

日本、印尼等新兴市场，挖掘BUILDERS(南美)，LEC（美国），TSC(美国) 等新客户。报告期内，公司共研发新产品1301

项，申请专利131件，授权专利133件，其中、智能激光测距仪，零度两用板手系列，双向快换旋具系列等明星产品销售业绩

骄人。 

国内销售在轨道交通、矿业、石化几大行业取得突破，钢盾工具成功进入地铁高铁、石化行业大型油田项目、国内多家

新能源汽车厂商、职业院校汽修科等终端行业，不断巩固和扩大国内市场份额。 

电子商务方面，报告期内垂直电商平台土猫网（http://www.toolmall.com/）和第三方电商平台销售实现几何级增长。土

猫网至2016年底，网站的SKU数量超过2万件，入驻品牌数126个，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其中包括世达、史丹利、钢盾、

博世等国内外专业工具品牌。第三方平台方面，公司加强了与天猫、京东、亚马逊、阿里巴巴速卖通等电商平台的合作。报

告期内，公司新设亚马逊欧洲站和加拿大站，获评亚马逊优质制造商奖，自主品牌WORKPRO、GOLDBLATT等实现较好的

线上推广。 

2、智能装备业务 

2016年，公司通过“内生+外延”模式，进一步整合旗下智能装备产业，拓宽智能装备产业发展平台，加快布局智能装备

产业。 

内生方面，公司融合华达科捷的激光技术、国自机器人的导航定位技术和自身的资本渠道优势，成立欧镭激光，重点研

发激光雷达等激光传感器。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激光雷达的试制，开始进入销售阶段。激光雷达系自动行驶设备的核心零

部件，该产品试制成功，将进一步引领行业技术变革，有效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 

外延方面，公司通过收购PT公司、参股微纳科技，加速完善智能工具产业链。 

PT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高端激光测量工具研发制造企业，其母公司瑞士徕卡公司拥有较高的产品制造能力、管理水平，

http://www.toolmall.com/u-247?/u2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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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最专业完整的测量测绘解决方案商，更是全球领先的智能激光测量工具研发制造企业。 

PT公司的成功并购，使公司成为拥有全部主流激光测量工具产品的激光测量工具制造企业，进一步整合了公司激光测

量工具的产品链，加强了公司激光测量工具、激光测量控制和激光导航技术的整体研发制造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也进一步加

速了公司智能装备板块的整体发展升级。此外，还为公司深入推进与国际巨头瑞士徕卡公司在产品、技术、渠道等方面的全

方位战略合作奠定了基础。 

微纳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先进人机交互和无线互联整体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内智能遥控器整体解决方案市场占有

率第一。微纳科技自主设计研发的芯片系列产品、及基于芯片的智能人机交互核心算法、软件和云端数据服务等，拥有核心

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实现从语音交互、触摸交互、空鼠交互、手势交互，到体感交互等全方位用户体验。 

公司通过参股微纳，迅速取得了国内先进的智能人机交互和智能无线互联技术，进一步加速公司现有产品的智能化进程，

为公司智能装备产业的整体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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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手工具 3,283,759,945.39 2,209,867,695.16 32.70% 6.82% -1.35%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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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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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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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基本情况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 权 取

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

的确定

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净

利润 

Prim' Tools 

Limited 
2016年 12

月 

164,393,248.28 100 协 议 转

让 

2016年12

月 

控制权

转移 

14,466,166.02 3,028,924.19 

东莞欧达电

子有限公司 

(2) 其他说明 

购买日，Prim' Tools Limited持有东莞欧达电子有限公司100.00%的股权。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杭州崇特机器人技术有限

公司 

设立 2016年1月5日 891,250.00 77.50% 

杭州欧镭激光技术有限公

司 

设立 2016年4月15日 9,600,000.00 48.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

润 

常州市金天地仪器有限公

司 

吸收合并 2016年10月 3,589,871.69 -1,442,235.83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仇建平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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