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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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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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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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斯特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44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楠楠

李广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5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5 号楼

电话

010-56973355

010-56973355

电子信箱

zqb@constgroup.com

zqb@constgroup.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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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01,498,849.69

82,866,369.29

2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891,521.84

18,445,599.75

5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8,648,052.98

18,884,684.29

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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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02,833.08

4,018,908.26

173.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45

0.1114

56.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45

0.1114

56.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7%

4.39%

1.5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554,685,396.14

545,495,125.13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5,029,678.98

469,353,577.47

3.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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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维利

境内自然人

20.52%

33,984,200

25,488,150 质押

14,050,000

何欣

境内自然人

18.10%

29,970,012

22,477,509 质押

12,900,000

浦江川

境内自然人

13.73%

22,746,400

0 质押

1,800,000

刘宝琦

境内自然人

13.73%

22,733,300

17,074,800 质押

6,400,000

赵士春

境内自然人

5.17%

8,568,000

6,426,000 质押

7,320,000

何循海

境内自然人

2.05%

3,401,220

2,561,220 质押

1,140,000

李俊平

境内自然人

1.48%

2,448,000

1,836,00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0.60%

999,800

0

周信钢

境内自然人

0.52%

868,100

0

魏江

境内自然人

0.32%

533,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姜维利和何欣，姜维利和何欣亦为本公司一致行动人。
浦江川、刘宝琦、赵士春、何循海、李俊平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李欣股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1,40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18,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99,800 股。公司股东周信钢通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868,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68,100 股。公司股东魏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
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33,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33,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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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截至2017年末，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已保持十年连续增长，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复合增速为
17.18%，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速为20.81%，整体穿越经济周期稳健经营。
2018年上半年，公司坚持国际化的产业发展战略，依托新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及营销环节优势，加强品牌建设及产品结构升
级，主营业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49.88万元，同比增长22.48%，利润总额3,549.72万元，同
比增长50.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2,889.15万元，同比增长56.63%。
1.技术不断革新，产品迭代升级。
根据工信部制定的《智能传感器产业三年行动指南（2017-2019年）》，校准测试设备的研制与产业化是升级产业链的重要
工程之一。对公司而言，高研发投入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只有持续进行先进技术和工艺的研发投入，才能跟上终端需
求。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了22.63%，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05.52%，研发投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围绕产业升级需求及工业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趋势，公司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在不断优化创新压力相关检测技术的同时，大幅
进行温度产品升级，全面提升品质，整体差异化优势进一步加大。公司在提升检测校准产品的整体稳定性的同时，也在增强
移动端的数据采集能力，在发布660系列智能干体炉的同时推出移动端的Link远程控制软件，通过与Acal平台对接后将逐步
构建精准、实时、高效、可拓展的数据采集体系平台，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应用服务。
2. 全球化营销体系升级，高端产品批量供给。
公司产品在工业领域应用广泛，市场容量与工业的发展水平相匹配，并随着工业升级以及更高精度的检测需求，应用领域会
进一步拓宽，对单一地区单一客户的依赖度不高，这也保证了公司的发展更具韧性。虽然2018年世界经济继续在地缘政治、
贸易摩擦等风险下运行，但随着国内产业的精准调整、供给效率的提升，公司坚决贯彻国内市场深入挖掘及国际市场大力开
拓的发展策略，继续搭建全球化营销服务体系，以自主创新产品为突破口，逐步发挥高端产品规模化优势，巩固市场优势地
位，增强客户粘性。其中，针对气象领域对高精度气象仪器仪表的检测维护需求，公司为中国气象系统提供百台高稳定性的
气象版ConST811,进一步提升了国内气象应急移动探测系统的科技支撑力，同时也强化了公司产品渗透率。
依托生产的数字化信息管理，在实现了资源的弹性供给与高效配置的同时，充分发挥产能优势，增大国内及国际市场高端产
品的供给。
3.布局高端传感器，加速核心技术国产化进程。
随着工业物联网的兴起及产业升级的加速，也带动了本行业的发展以及扩产需求的上升，仪器仪表行业整体也将进入高景气
周期。但部分工业级仪器产品仍几乎全部为进口，主要原因是其核心器件高精度传感器被欧美、日本等企业技术垄断。所以，
集成化、微型化的高精度传感器仍是稀缺资源，也是制约相关行业发展的瓶颈。
公司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夯实主营业务的同时，以内增+外延的协同发展机制为规划核心，保证整体可持续发展。基于在核
心工艺检测技术及自主创新技术的积淀，公司将向上延伸向高附加值的传感器环节，推进元件设计与制造工艺的深度结合，
实现高精度MEMS传感器芯片的设计、制造、封测全流程管控；同时，公司将与相关方通过商业合作，加速核心共性技术协
同平台的落地实施，发挥研发优势及先进智造能力，打破行业技术垄断，提升自主配套能力，满足高层次的产业化升级需求，
以便在外部经营环境改善时能够具备更大的增长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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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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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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