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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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所有董事均已
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系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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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2017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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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劲胜智能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周洪敏
东莞市长安镇上角村
0769-85075902
0769-82288265
ir@januscn.com

300083
证券事务代表
陈文娟
东莞市长安镇上角村
0769-85075902
0769-82288265
ir@janusc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为全面推进公司转型升级，落实智能制造战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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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体系，打造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能力，逐步向
智能工厂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商转型。公司当前的主营业务形成了包括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高端装
备制造业务、智能制造服务业务在内的三大模块：
1）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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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国内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产品及服务的领先供应商，主要为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设备、平板电
脑等消费电子产品提供精密结构件。公司已从上市初期单一的精密模具、塑胶精密结构件供应商拓展为集
塑胶、粉末冶金、金属精密结构件和精密模具等于一体的精密结构件技术解决方案服务商。
报告期内，公司整合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生产资源、压缩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产能规模，开展精益生
产、提高自动化水平及产品良率。报告期内，公司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带来营业收入387,506.12万元，
同比增长4.74%。
2）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世纪”）专业从事自动化、智能化精密加
工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系专注于智能装备制造业中高档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等研发、应用
及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市场占有率、客户资源、规模效应和售后快速响应等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在消费电子细分领域优势突出，其研发生产的高速钻铣攻牙加工设备在技术水平、产销规模、服务能
力等方面可与国际领先企业竞争，获得消费电子金属结构件龙头企业高度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产品在国内和国外的市场推广力度，在保持市场已有份
额的基础上力争最大化地替代进口；推动高光机、玻璃精雕机、2.5D扫光机等产品批量出货，拓展3D热弯
机、陶瓷加工设备等新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数控机床、玻璃精雕机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带来营业收入
256,569.29万元，同比增长65.84%。
3）智能制造服务业务
公司于2015年7月成为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智能制造首批试点示范项目企业之一，“移动终端金属加
工智能制造新模式”项目获评全国首批智能制造专项项目，报告期内已通过国家智能制造专项项目专家组
现场验收。公司基于试点示范项目、国家智能制造专项项目的建设经验，推进草拟3C制造企业、行业、国
家智能制造六项标准的工作，已拓展高校和企业培训的教学示范线、面向中小企业的迷你智能钻攻生产线、
全自动打磨抛光线，在智能工厂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方面进行了率先尝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中创智能制造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智能”）依托于公司智能制造产品
和服务体系，专门从事智能制造系统集成服务业务。公司同时对外投资设立东莞劲胜智能制造孵化器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劲胜孵化器’），建设中小型科技企业孵化平台；设立东莞劲胜智能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劲胜研究院”)，搭建智能制造领域研究创新平台；拟设立融资租赁公司，发挥产融结合的协
同作用，进一步完善智能制造产品与和服务体系，逐步向智能工厂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商转型。
（2）公司发展战略
1）短期战略
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公司基于全面落实智能制造战略的布局，对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
进行整合压缩并推动落实精益生产；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推进产品与客户结构优化，拓展精密结构件产品
在医疗、AR/VR、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
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创世纪作为高端智能制造整体方案服务商，致力于钻攻机、玻璃精雕机、立式加
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以及新型扫光机、3D热弯机、陶瓷加工设备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服务于3C、汽
车、航空等行业的转型升级，依据客户需求提供智能制造整体方案。
智能制造服务业务。在现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点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打造3C产品结构件全流程制造车
间和自动化模具车间，与地方相关部门商讨和完善3C制造企业标准和模具自动化标准；充分利用政策机遇
及支持，为其他制造业企业提供智能工厂自动化改造、软件、整体智能工厂建设及其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2）中期战略
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推动精密结构件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虚拟现实、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促进公司整体盈利能力逐步提升。在制造环节广泛推广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使公司制造良率和效率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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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保持领先水平。
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创世纪响应国家《中国制造2025战略》，通过自主技术研发与战略合作，推动制
造装备产品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升级，以领先于国内同行的技术水平和高效服务响应速度，形成差异化竞争
优势，提高品牌知名度，提升市场占有率；将创世纪打造成为高端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国内智
能制造装备生产的领军企业。
智能制造服务业务。基于国家智能制造示范点和自动化模具车间的建设经验，与相关部门共同制定3C
制造企业、模具制造、智能制造等标准并升级为行业标准，将智能工厂改造经验向3C行业推广，成为3C行
业智能工厂建设的标杆服务商。通过自主研发及战略合作的方式，推动依托大数据技术的创造创新服务模
式，提升差异化服务价值。
3）长期战略
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在精密结构件制造环节基本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成为全球精密结构
件制造行业的标杆示范车间。
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创世纪加大自主技术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持续推动主营
制造装备产品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升级，力求技术水平领先于国际同行水平，提高品牌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和知名度，成为国际高端精密智能制造装备的一流企业。
智能制造服务业务。在智能工厂改造经验向3C行业进行推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汽车、医疗
行业的智能制造服务业务，成为国内领先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通过对工业大数据的采集、分
析和应用，深化落实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战略，提升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的智能化水平，实现柔
性生产，力争最终解决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矛盾。
（3）2018 年经营计划
为推进公司短、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落实，公司制定了 2018 年经营计划。
1）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8年度，公司将基于全面落实智能制造战略的布局，对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进行整合压缩；以
劲胜精密电子作为精密结构件业务的内部整合平台，将精密结构件业务置入劲胜精密电子；同时聘请精密
结构件行业内的专业管理人员，加大对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的经营管理力度，提升技术管理水平，优
化制造工艺与流程，增强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的盈利能力。
2）高端装备制造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8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创世纪将在数控机床市场争取更多国内市场份额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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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继续提高产品性能、增强产品竞争力、丰富高端
数控机床产品线并拓展高端装备产品的应用领域，着重推动高光机、玻璃精雕机、2.5D扫光机等新产品市
场份额增长，积极把握下游3C制造业的市场机遇，推动3D热弯机的推广，增加陶瓷加工设备等新产品、新
技术的储备。
3）智能制造服务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8年度，公司将在国家智能制造示范点建设成果的基础上，积极与地方相关部门共同商讨、推动起
草3C制造企业地方（省级）等六项标准。推广公司智能制造示范点建设经验，充分利用政策机遇及市场机
会，基于3C制造业自动化改造的经验，为客户提供自动化生产线建设、智能制造信息化改造等服务；发挥
全国和地方智能制造联盟多领域、跨行业的资源优势，进一步完善智能制造产品与服务体系，发挥劲胜孵
化器、劲胜研究院等平台优势，增强公司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服务能力，逐步拓展智能工厂改造、智能
制造整体系统解决方案服务的相关业务。
4）持续强化研发创新能力
2018年度，公司将继续搭建研发创新平台、引进和打造创新人才团队，强化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

3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摘要

等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的研发创新，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提高研发项目成果转化率，保持公
司研发创新优势。
5）强化内控管理工作，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2018年度，公司将不断健全和深化落实内部控制体系，强化内部风险控制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公司子
公司的内部控制及审计工作。公司将继续落实精益生产、深度推进信息化管理，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优化
组织结构、梳理和改善管理流程，提升内控管理水平、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上述计划并不代表公司对2018年度的业绩预测，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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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人民币 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6,421,723,025.91 5,136,245,299.75
25.03% 3,566,693,240.69
460,798,922.23
131,441,367.82
250.57% -470,501,953.21
428,927,448.15

89,496,218.16

-176,633,273.78
0.32
0.32
8.62%

-337,352,372.53
0.09
0.09
2.60%

379.27%

-489,630,670.41

47.64% -529,943,219.39
255.56%
-2.12
255.56%
-2.12
6.02%
-27.52%
本年末比上年末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增减
资产总额
11,186,650,701.48 9,642,762,236.07
16.01% 8,772,688,05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79,460,528.53 5,121,433,161.64
8.94% 4,983,305,051.7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元

第四季度

1,632,246,142.35 1,533,294,616.79 1,501,553,230.94 1,754,629,03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728,803.80

154,986,535.64

115,506,351.14

42,577,23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062,940.00

171,142,845.52

110,098,619.35

33,623,04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378,794.75

42,446,600.48

106,952,957.82 -166,654,0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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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47,001
49,583
股股东总数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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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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凤毅
石河子晨星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股
持有有限售条
持股数量
比例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21.07% 301,736,000
0
质押
176,000,000
10.93% 156,503,656 140,709,744
质押
119,000,000
4.95% 70,907,020 55,921,665
质押
30,500,000
2.37% 33,909,428 20,345,660
2.03% 28,996,416 17,397,852
1.96% 28,120,0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25,521,052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15,230,3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2,930,225

0

国有法人
0.89% 12,684,1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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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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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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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

曾寒英

90%

10%

石河子晨星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

王九全

晨光投资有限公司

50%

30%

王敏强
20%

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21.07%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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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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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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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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合压缩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生产资源和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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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642,172.30万元，同比增长25.03%；利润总额54,941.96万元，同比
增长158.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079,89 万元，同比增长250.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2,892.74万元，同比增长3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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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7年度，公司继续推动塑胶、压铸、强化光学玻璃、粉末冶金等子公司建设自动化生产线，重点提
升金属精密结构件的生产良率，同时对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进行资源整合、规模压缩。
报告期内，公司向部分管理人员及华晶MIM核心管理人员转让30%的华晶MIM股权，激发管理团队的积
极性，促进子公司的长远发展。另外公司转让华清光学控制权，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整合压缩消费电子
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
（2）高端装备制造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7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创世纪在数控机床市场争取更多国内市场份额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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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南美
洲、东南亚、非洲地区的客户。创世纪不断增加新产品、新技术的储备，高光机、玻璃精雕机、2.5D扫光
机已批量生产及销售。创世纪积极把握下游3C制造业的市场机遇，布局研发的3D热弯机已量产，陶瓷加工
设备等新产品已进入试制阶段。创世纪通过丰富高端装备产品线，积极拓展设备产品在汽车、航空航天、
轨道交通、新能源行业相关零件加工领域的应用。
报告期内，创世纪建设完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立深圳市院士（专家）工作站，更好地搭建研发创
新平台、持续引进行业内高端技术人才，不断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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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创智能，依托于智能制造产品和服务体系，专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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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全资子公司劲胜研究院，
搭建智能制造领域研究创新平台；公司投资参股融资租赁公司，形成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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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智能制造产品和服务体系。
公司继续推动国家智能制造示范点建设，报告期内已通过国家智能制造专项项目专家组现场验收，强
化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能力，向智能工厂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商转型。
（4）持续强化研发创新能力
201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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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晶MIM被广
东省科学技术厅等单位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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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塑胶超强结合纳米成型技术研究与
应用”技术获2016年度东莞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公司牵头起草的参与起草的《GB/T4678.10-2017压铸
模零件第10部分：推板导套》等两项国家标准获准发布，由公司参与起草的《GB/T33633-2017真空技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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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真空泵水蒸气容限的测量》、《GB/T33638-2017真空技术涡轮分子泵急停扭矩的测试》等6项国家标准
获准发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程金属参与起草的《GB/T4678.1-2017压铸模零件第1部分：模板》等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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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项，其中包括41
项发明专利、107项实用新型专利、18项外观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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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项。
（5）强化内控管理工作，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2017年度，公司继续建立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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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进行风险识别和防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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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 3,875,061,159.72 -100,462,309.19 17.99%
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 2,565,692,864.35
分部间抵消

-19,030,998.16

649,236,631.02 39.36%
253,694.11

4.74%

33.97%

1.86%

65.84%

87.61%

-0.9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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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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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47.77万元，同比增长2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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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569.29万元,同比增加101,864.93万元，同比
增长65.84%；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387,506.12万元，同比增加17,524.49万元，
同比增长4.74%。
（2）营业成本：公司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19.58%，主要是随着营业收入规模的增长而增长。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079.89万元，同比增长250.57%，
主要是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产品销量持续增长，带来净利润的稳步增长。
1）销售毛利率：公司报告期综合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3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数控机
床等高端装备产品销量持续增长，产品毛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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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期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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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2017 年

项目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合计

金额
26,529.56
88,564.70
4,467.35
119,561.61

2016 年

费用率
金额
4.13% 19,266.75
13.79% 73,885.20
0.70% 2,243.00
18.62% 95,394.95

增加金额

增长率

费用率
3.75% 7,262.81
14.39% 14,679.50
0.44% 2,224.35
18.58% 24,166.66

37.70%
19.87%
99.17%
25.33%

费用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0.38%
-0.60%
0.26%
0.04%

报告期内，三项费用合计119,561.61万元，同比增加24,166.66万元；三项费用率18.62%，同比增加
0.04个百分点。
A、销售费用：本期26,529.56万元，同比增加7,262.81万元，费用率增加0.38个百分点。主要是高端
装备产品销售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员工薪酬等增长。
B、管理费用：本期88,564.70万元，同比增加14,679.50万元，费用率减少0.60个百分点。主要是创
世纪计提超额利润奖励及公司限制性股票当期摊销成本等增加。
C、财务费用：本期4,467.35万元，同比增加2,224.35万元，费用率增加0.26个百分点。主要是汇率
变动及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9,765.59万元，同比增加4,354.47万元，增长80.47%，
主要是授信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导致当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增加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增加
所致。
4）投资收益：本期2,599.88万元，同比增加2,383.09万元，增长1099.24%，主要是对联营企业确认
的投资收益及处置华清光学51%股权所带来的收益。
5）其他收益：本期16,427.93万元，同比增加16,427.93万元，主要是当期收到的软件退税款增加及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的规定将政府补助
由“营业外收入”科目变更到“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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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根据中国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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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
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前述准
则。
根据中国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规
定，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
前述准则。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 年 8 月 26 日，经第四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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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准则的相关规定，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报告期内，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为 460,538,564.37 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
为 0.00 元。
根据前述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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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
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2017 年度金额为
164,279,287.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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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规定调整 2017 年度财
务报表列报。

2018 年 4 月 25 日，经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2017 年度金
额为-22,345,207.02 元；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减少 187,983.25 元，营业
外支出减少 18,057,945.92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
置收益，其金额为-17,869,962.67 元。

注：公司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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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华晶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注销其在东莞市东城设立的分公司；
2017年1月，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创智能，自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7年1月，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劲胜孵化器，自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7年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创世纪在北京设立分公司，自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7年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创世纪注销在苏州设立的分公司；
2017年5月，公司孙公司东莞奥科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手续；
2017年9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华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手续；
2017年9月，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劲胜研究院，自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7年10月，东莞华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由全资子公司变更为联营企业，自2017年10月开始不再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九全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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