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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1                              证券简称：力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9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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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施祥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印岳梅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力星股份 股票代码 30042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张邦友 郭凡钢 

电    话 0513-87513793 0513-87513793 

传    真 0513-87516774 0513-87516774 

电子信箱 board@jgbr.cn fguo@jgbr.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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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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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332,014.26 240,108,303.24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368,627.69 25,456,915.91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5,903,669.35 23,624,402.06 9.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24,720.27 42,000,343.94 -75.4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922 0.3750 -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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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54 0.2480 -5.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54 0.2480 -5.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 6.31% -1.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47% 5.86%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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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530,718.88 695,869,063.35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567,061,064.66 579,892,436.97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5.0630 5.1776 -2.21%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2,204.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579.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825.58  

合计 464,958.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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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银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8% 36,036,000 36,036,000   

时艳芳 境内自然人 8.23% 9,220,000 9,220,000   

施祥贵 境内自然人 7.83% 8,764,000 8,764,000   

江苏高投成长价

值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6.01% 6,727,000 4,000,000   

刘定妹 境内自然人 4.02% 4,500,000 4,500,000 质押 4,500,000 

上海鸿立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3% 3,731,500 3,325,00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睿进 5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其他 0.98% 1,09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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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计划 

张兴和 境内自然人 0.39% 431,750    

陈芳 境内自然人 0.36% 400,000 400,000   

张邦友 境内自然人 0.36% 400,000 400,000   

赵高明 境内自然人 0.36% 400,000 400,000   

王嵘 境内自然人 0.36% 400,000 400,000   

沙小建 境内自然人 0.36% 400,000 400,000   

汤国华 境内自然人 0.36% 400,000 400,000   

苏银建 境内自然人 0.36% 400,000 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施祥贵为南通银球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施祥贵、时艳芳二人为夫

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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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着年初制定的2016年度工作计划，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围绕公司提出“步疾稳跑、

多点共抓、综合发展、突破重点、质量第一”的工作思路，以“零缺陷”为目标，坚持“6S”管理，遵循“更安全、更舒适、更环

保”的经营理念，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轴承制造行业的整体发展规划，以公司各员工的精密合作为依托，公司呈现了平稳发

展的态势，在同行业中仍然处于优势和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具体开展工作重点如下： 
1、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品牌影响力  
公司以客户需求和市场前景为导向，在稳固现有知名跨国轴承客户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产品技术工艺的投入，在保

证现有在汽车专用轴承领域、风电轴承领域、高速精密电机领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公司产品在轨道交通、航空设备制造等

领域的市场。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整体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公司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

优势等，持续满足轴承钢球市场对产品精密化、静音性、多样化的市场需求，通过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巩固公司在精密

轴承钢球领域的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工艺水平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在国内的领先地位，逐步扩大公司在全球轴承钢球领域的影

响力。  
2、加大科研投入，积累技术储备  
公司始终将自主研发与工艺创新放在首位，加大科研投入，优化公司现有生产工艺技术，促进公司新产品的开发，提

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1）公司密切关注国内外轴承钢球、滚子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完善公司技术研发体系，提高技术开发效率。  
（2）增加技改投入，提高设备装备水平，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加大对现有产品的技术改进和产品升级换

代，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授权专利8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已获得专利130项，

其中发明专利31项。 
3、积极推进再融资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2,300.00万股（含2,300.00万股），筹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57,000.00万元（含57,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新建年产16000吨精密圆锥滚子项

目、JGBR美洲子公司年产8,000吨轴承钢钢球项目、智能化钢球制造技术改造项目、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报告日, 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审核通过，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4、积极推进美国公司项目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和规模，提高对客户研发、生产等业务环节的参与度，建立稳定有效的全方面合作机制，提高

公司产品在重点客户采购体系中的比例和地位，公司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拟投入2,500万美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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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子公司轴承钢钢球生产基地，实施公司全球化战略。 
报告期内，经公司海外项目组前期实地考察和美国当地委托律师的协助，目前力星股份完成了美国公司JGBR American 

Investing Corp.、JGBR Walterboro Corp.及JGBR American Real Estate,LLC的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相关公司所在州的州务卿

颁发的公司注册证书。目前美国公司的其余相关建设筹备工作正在开展中。 
5、不断提升公司管控水平 
公司深化各项改革调整工作，注重人才引进和培养，健全和完善授权、指标、考核、决策体系，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

通过人员调整、模式升级、管理变革等形式加强队伍建设，通过细分产品定位、深化业务探索、提升组织效率等方式全面提

升运营能力。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933.2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32%；营业成本17,846.1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63%；

营业利润3,146.7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36.8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8%；扣

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90.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2.4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5.42%。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钢  球 238,387,929.76 177,560,558.34 25.52% 0.67% -2.84% 2.69% 

分地区       

境  内 153,242,694.71 113,940,451.94 25.65% 0.32% -3.17% 2.68% 

境  外 85,145,235.05 63,620,106.40 25.28% 1.31% -2.25%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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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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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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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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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