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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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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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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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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劲胜智能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劲胜精密
董事会秘书
周洪敏
东莞市长安镇上角村
0769-82288265
ir@januscn.com

300083

证券事务代表
陈文娟
东莞市长安镇上角村
0769-82288265
ir@janus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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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3,165,540,759.14 2,400,033,027.77
302,715,339.44
50,398,593.5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1.90%
500.64%

285,205,785.52

36,772,987.81

675.59%

-116,932,194.27
0.21
0.21

-108,793,295.78
0.04
0.04

-7.48%
425.00%
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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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4%
1.01%
4.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719,999,151.09 9,642,762,236.07
11.17%
5,400,342,553.22 5,121,433,161.64
5.45%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32,424
股东总数（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夏军
何海江
凌慧
深圳市创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石河子晨星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逆向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钱业银
中国银行－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3.95% 343,000,000
10.93% 156,503,656
5.21% 74,562,220
2.37% 33,909,428
2.02% 28,996,41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0
质押
242,690,000
140,709,744
质押
35,000,000
67,106,000
质押
30,500,000
30,518,488
26,096,776
-

1.78%

25,521,052

0

-

-

1.35%

19,381,144

0

-

-

0.93%

13,333,723

0

-

-

境内自然人
0.81% 11,617,832
11,617,832
质押
11,610,000
境内非国有
0.73% 10,489,352
0
法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司与夏军、何海江、凌慧、钱业银、贺洁、董玮、
深圳市创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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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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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股东未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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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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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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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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公司全面落实智能制造战略，构建了集高端数控机床、国产机器人、自动化设备、国产系统软件等于
一体的智能制造产品与服务体系，打造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服务能力，向智能工厂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
商转型。报告期内，公司对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进行规模压缩、资源整合，重点推动数控机床等
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和智能制造服务业务发展，包括智能装备、自动化装备、智能化系统集成等产品。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316,554.08 万元，同比增长 31.90%；利润总额 35,058.88 万元，
同比增长 233.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71.53 万元，同比增长 500.64%；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520.58 万元，同比增长 675.59%。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积极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各项决议，2017 年度经营计划的执行情况如下：
1）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施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的规模压缩、资源整合，推动主营塑胶、压铸、
强化光学玻璃、粉末冶金等全资子公司建设自动化生产线，进一步提高自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同时，重
点提升金属精密结构件的生产良率，提高产品毛利率水平。公司向从事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的全
资子公司华晶 MIM 核心管理人员转让 17%的华晶 MIM 股权，激发管理人员积极性，促进子公司的长远发展。
2）高端装备制造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创世纪在数控机床市场已有市场份额或争取更多市场份额的基础上，
加强海外市场拓展力度，力争数控机床产品最大化地替代进口，实现了数控机床产品销量的持续增长并获
得了南美洲、欧洲等地区的客户。创世纪不断增加新产品、新技术的储备，推动高光机、玻璃精雕机、2.5D
扫光机等新产品批量出货。创世纪积极把握下游 3C 制造业的市场机遇，布局研发的 3D 热弯设备已出样机、
正处于小批量试制阶段。随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完工，创世纪持续引进行业内高端技术人才，有力地提
高了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产品的研发创新水平。
3）智能制造服务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中创智能，从事智能制造系统集成服务业务；设立全资子公
司劲胜孵化器，建设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孵化平台。公司继续推动国家智能制造示范点建设，持续打造智能
制造服务业务的人才团队和智能制造服务业务的品牌形象，强化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能力。公司
为国内优质企业提供智能制造信息化改造服务，在包含汽车零配件在内的多个行业领域积累业务推广经
验，迎来发展多领域智能制造服务业务的良好开端。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投资参股融资租赁公司，形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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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智能制造服务业务与融资租赁业务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完善了智能
制造产品与服务体系。
4）持续强化研发创新能力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打造研发创新的人才团队，强化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创新。公司
被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单位认定为广东省第十六批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清光
学、华晶 MIM 分别被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等单位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高强度、高透 2.5D 玻璃盖板”、
“异形高强度 3D 曲面玻璃屏盖板”、“高精度 2D 强化玻璃盖板”、 “低收缩率粉末冶金大尺寸 3C 电子
产品精密结构件”等产品被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公司参与起草的
、《GB/T33638-2017 真空技术涡轮分子泵急停
《GB/T33633-2017 真空技术容积真空泵水蒸气容限的测量》
扭矩的测试》两项国家标准获准发布。
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针对研发创新成果积极申请专利，共获得授权专利 81 项，其中包括 26
项发明专利，50 项实用新型专利，5 项外观专利；获得受理专利 161 项，其中包括 50 项发明专利，96 项
实用新型专利，15 项外观设计专利；针对智能制造信息化服务的相关软件、高端数控机床的主要机型操作
系统申请软件著作权，新增软件著作权 5 项。
5）强化内控管理工作，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化落实各项内部控制制度，通过梳理和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加强了对下属
子公司、孙公司的管理。公司着重提高了信息化管理水平，以及通过积极实施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调整
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等，全面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和内部控制水平。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公司报告期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的构成如下：
营业收入

单位：元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成本比上 毛利率比上
毛利率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

分产品或服务
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 1,927,864,738.03 1,558,342,519.62 19.17%
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 1,250,800,662.12 753,759,419.95 39.74%
分部间抵消
13,124,641.01
13,530,011.81
-

10.16%
66.73%
-

6.38%
63.14%
-

2.88%
1.33%
-

（3）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总额变化情况的说明
1）营业收入：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76,550.77 万元，同比增长 31.90%，主要是：数控机床
等高端装备产品销量持续增长，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25,080.07 万元,同比增加 50,060.46 万元，同比增
长 66.73%；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92,786.47 万元，同比增加 17,781.99 万元，
同比增长 10.16%。
2）营业成本：公司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23.85%，主要是随着营业收入规模的增长而增长。
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271.53 万元，同比增长
500.64%，主要是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净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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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销售毛利率：公司报告期综合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4.72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高端
装备制造业务的数控机床产品销量持续增长，新产品高光机、玻璃精雕机等开始批量出货，毛利率保持在
较高水平，带来净利润的增长。另一方面，公司继续推动金属精密结构件项目产能释放及产品良率提升，
实施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产品的生产资源整合及产能调减，提升自动化水平，增强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
件业务的盈利能力，带来净利润的增长。
② 期间费用：
单位：万元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增加金额
增长率 费用率同比变动幅度
金额
费用率
金额
费用率
12,940.32
4.09% 7,887.20
3.29% 5,053.12
64.07%
0.80%
41,243.33
13.03% 35,542.09
14.81% 5,701.24
16.04%
-1.78%
1,339.94
0.42%
797.43
0.33%
542.51
68.03%
0.09%
55,523.59
17.54% 44,226.72
18.43% 11,296.87
25.54%
-0.89%

项目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合计

报告期内，三项费用合计 55,523.59 万元，同比增加 11,296.87 万元；三项费用率 17.54%，同比下降
0.89 个百分点。
A、销售费用：本期 12,940.32 万元，同比增加 5,053.12 万元，费用率增长 0.80 个百分点。主要是
高端装备制造业务销售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员工薪酬以及运输成本增长等。
B、管理费用：本期 41,243.33 万元，同比增加 5,701.24 万元，费用率下降 1.78 个百分点。主要是
创世纪预提超额利润奖励以及员工薪酬的增加所致。
C、财务费用：本期 1,339.94 万元，同比增加 542.51 万元，费用率增长 0.09 个百分点。主要是汇率
变动的影响。
③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 2,402.72 万元，同比增加 1,890.85 万元，增长 369.40%，
主要是授信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导致当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增加。
④ 所得税费用：本期 4,787.35 万元，同比减少 688.30 万元，下降 12.57%，主要是当期递延所得税
减少所致。
（4）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3,165,540,759.14 2,400,033,027.77

营业成本

2,298,571,927.76 1,855,954,522.59

销售费用

129,403,229.57

78,871,981.57

管理费用

412,433,273.10

355,420,890.20

财务费用
13,399,434.55
7,974,251.65
所得税费用
47,873,451.28
54,756,430.63
研发投入
132,315,030.41 137,081,40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 -116,932,194.27 -108,793,295.78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主要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务的数控机床等产品销
31.90%
量持续增长所带来的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23.85% 主要是随着营业收入规模的增长而增长。
主要是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快速增长所带来的
64.07%
员工薪酬以及运输成本增长等。
主要是创世纪预提超额利润奖励以及员工薪酬
16.04%
的增加所致。
68.03% 主要是汇率变动的影响。
-12.57% 主要是当期递延所得税减少所致。
-3.48% 研发投入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7.48%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授信期内未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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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
-110,363,118.89 -590,379,614.26
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
81,742,116.61 -27,500,363.98
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
-145,320,262.21 -726,049,433.47
物净增加额

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主要是公司上年同期支付了购买创世纪 100%股
81.31%
权的现金对价。
397.24%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79.98%

主要是公司上年同期支付了购买创世纪 100%股
权的现金对价以及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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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变更了相关会计政策：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
至修订后的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准则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报告期合并财务
报表的影响为政府补助在核算科目间变动，即“其他收益”科目增加 76,524,944.99 元，“营业外收入”
科目相应减少 76,524,944.99 元。
除前述事项外，其他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产生影响，
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系根据中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的，不会对
公司当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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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新增将东莞中创智能制造系统有限公司、东莞劲胜智能制造孵化器有限公司、深圳市创
世纪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纳入了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九全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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