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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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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3）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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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负责人王九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荣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邓平声明：
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6）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7）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劲胜精密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300083

周洪敏
0769-82288265
0769-85075902
ir@janus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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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上年同期

2,400,033,027.77 1,409,226,592.65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7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元）

50,398,593.51

-168,853,447.79

1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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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72,987.81

-170,097,843.20

121.62%

-108,793,295.78

-220,189,955.78

5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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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764

-0.9649

92.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

-0.840

104.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

-0.840

10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0.73%

-9.85%
-9.92%

10.86%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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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5,785,793.44 8,772,688,05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5,036,622,388.14 4,983,305,05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5380
14.0022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0.38%
1.07%
-74.73%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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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金额
-13,302,861.91

单位：元
说明

12,824,731.88
15,078,590.38
974,854.65
13,625,605.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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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7,041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夏军
何海江
凌慧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惠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创恒鼎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24.09% 343,000,000
10.75% 152,977,784
5.24% 74,562,220
2.38% 33,909,428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股份
件的股份数量
数量
状态
0 质押 164,000,000
152,977,784
74,562,220
33,909,428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32,591,664

32,591,664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

30,084,616

30,084,616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

28,996,416

28,99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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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晨星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企业（有限合伙）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境内非国有法人
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证券资管－光大银行－浙
商汇金灵活定增集合资产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人
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79%

25,521,052

0 质押

1.32%

18,800,000

18,800,000

1.06%

15,042,308

15,042,308

25,521,052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夏
军先生与其配偶凌慧，以及由夏军先生控制的深圳市创世纪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人。前述一致行动人之
间，分别构成关联关系。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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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进公司发展战略的落实，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积极实施2016年经营管理计划。消费电子产品精密
结构件业务重点开展精益生产，进一步提升金属精密结构件生产良率，同时推动塑胶、压铸、强化光学玻
璃、粉末冶金等项目建设自动化生产线，改良生产方式，提升制造良率和效率，继续增强公司消费电子精
密结构件一站式综合服务方案的能力；高端装备制造业务重点保持钻铣攻牙机市场已有的份额或争取更多
的市场份额，最大化地替代进口，同时拓展高光机、玻璃精雕机、2.5D扫光等设备、3D热压玻璃设备、陶
瓷加工设备等新产品，并加强自动化领域业务；智能制造服务业务重点推动国家智能制造示范点建设，积
极与地方相关部门共同商讨、起草3C制造企业地方（省级）等六项标准；持续强化研发创新能力及强化内
控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0,003.30 万元，同比增长70.31%；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5,039.86万元，同比增长1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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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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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成本比上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 1,632,309,034.80 1,410,082,786.89

13.61%

数据机床等高端装备

42.42%

729,845,681.29

420,245,372.63

16.39%

12.58%

2.92%

201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6,215.47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98.42%；主营业务收入较上
年同期上升68.44%，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11.8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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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上半年，公司消费电子产品金属精密结构件产能释放，金属精密结构件带来的收入占主营业务
收入的 24.92%，同比上升 2.11 个百分点；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的销售继续增长，报告期内数控机床等高
端装备带来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30.90%；塑胶精密结构件带来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31.68%，同
比下降 23.72 个百分点。公司深化落实智能制造战略，推动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加强产品创新、
扩大市场份额，增强消费电子产品金属精密结构件生产能力，促进了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1）营业收入变化的说明
2016 年上半年，公司把握行业机遇，深化落实智能制造战略，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75,019.60 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 31.26%，是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64,983.70 万元，同比增加 24,061.04
万元，增长 17.07%；其中，金属精密结构件实现营业收入 58,867.09 万元，同比增加 26,883.03 万元，增
长 84.05%；受到智能手机机壳金属化、塑胶精密结构件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塑胶精密结构件营业收
入 74,821.58 万元，同比减少 2,875.52 万元,下降 3.70%。
2）利润总额或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5,039.8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1,925.20 万元，同比增长 129.85%，
增长原因主要为：
A、综合毛利率：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同比增加了 11.82 个百分点。
a、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公司持续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加大研发中心人员引进及设备投入力度，针对
高端装备主要机型的操作系统申请了软件著作权，进一步提高了相关产品的竞争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数
控机床等高端装备业务的综合毛利率为 42.42%，保持在较高水平，对主营业务毛利率产生重大影响。
b、金属精密结构件业务。公司继续深入推行精益生产，进一步提升金属精密结构件的生产良率，增
强了金属精密结构件业务的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金属精密结构件的毛利率为 26.58%，同比上升 1.08
个百分点，金属精密结构件产品毛利率平稳增长。
B、期间费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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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项目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合计

2016年1-6月
金额
费用率
7,887.20
3.29%
35,542.09
14.81%
797.43
0.33%
44,226.72
18.43%

2015年1-6月
金额
金额
费用率同
同比增加
同比增长
比增减
金额
费用率
6,932.28
4.92%
954.92
13.77%
-1.63%
23,558.49
16.72% 11,983.60
50.87%
-1.91%
1,863.42
1.32% -1,065.99
-57.21%
-0.99%
32,354.19
22.96% 11,872.53
36.70%
-4.53%

报告期内，公司三项费用合计为 44,226.72 万元，同比增加 11,872.53 万元；三项费用费用率 18.43%，
同比下降 4.53 个百分点，其变动原因主要为：
a、销售费用：本期 7,887.20 万元，同比增加 954.92 万元，同比增长 13.77%，费用率同比下降 1.63
个百分点，主要是公司销售规模扩大。
b、管理费用：本期 35,542.09 万元，同比增加 11,983.60 万元，同比增长 50.87%，费用率同比下降
1.91 个百分点，主要是公司研发费用增加以及经营规模扩大。
c、财务费用：本期 797.43 万元，同比减少 1,065.99 万元，同比下降 57.21%，费用率同比下降 0.99
个百分点，主要是公司获得的现金折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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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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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九全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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