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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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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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胜智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劲胜精密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08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洪敏

陈文娟

办公地址

东莞市长安镇上角村

东莞市长安镇上角村

电话

0769-82288265

0769-82288265

电子信箱

ir@janus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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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元）

上年同期

3,016,724,924.26 3,165,540,759.1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036,829.07

302,715,339.44

-9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6,769,890.47

285,205,785.52

-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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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6,556,341.43

-116,932,194.27

-13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1

-9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1

-9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5.74%

-5.27%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1,523,878,260.33 11,186,650,701.48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21,512,786.29 5,579,460,528.53

0.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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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08% 301,736,000

0 质押

176,000,000

夏军

境内自然人

10.93% 156,503,656

118,269,636 质押

143,600,000

何海江

境内自然人

4.95%

70,907,020

53,180,265

凌慧

境内自然人

2.37%

33,909,428

20,345,660

深圳市创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28,996,416

17,397,852

宋凤毅

境内自然人

1.96%

28,120,0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1%

27,345,5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25,521,052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16,692,025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11,079,900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之
星 177 号集合资金信托
石河子晨星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之
星 165 号集合资金信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创
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公开资料，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之星 177 号集合资金信托、中海信托股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有限公司－中海－浦江之星 165 号集合资金信托同属于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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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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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未有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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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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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智能装备、
自动化装备、智能化系统集成等产品销售，继续整合压缩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生产资源和规模。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301,672.49 万元，利润总额 7,036.5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03.6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6.99 万元。
2018 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积极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各项决议， 2018 年度经营计划报告期内执行
情况如下：
1）高端装备制造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8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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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推动主要产
品销售市场拓展至全国范围，拓展数控机床产品的海外市场，陆续承接来自欧洲、南美洲、东南亚、非洲
地区的客户订单。创世纪不断提高研发创新水平，在系统关键功能部件进行深度研发，继续推动金属加工
机系列、高光机系列、玻璃精雕机系列、3D 热弯机与扫光机等系列新产品的功能升级与技术进步，增强数
控机床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高精、可靠的数控机床产品，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创
世纪高光机、玻璃精雕机得到消费电子龙头企业的认可并取得批量订单，2.5D 扫光机、3D 热弯机已量产，
陶瓷加工设备等新产品进入试制阶段。
2）智能制造服务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8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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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组建自动化和数字化服务团队，在对公司消费电
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进行自动化改造的同时，开拓针对 3C 行业企业的智能制造服务业务。公司智能制
造服务业务对外开展数据采集相关业务，实现新突破。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劲胜智能制造孵化器有限公司
吸引了十余家智能制造产业链企业入驻，初步构建“产业+孵化+资本”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其引入的人工
智能项目已与东莞制造业企业展开合作。公司持续打造智能制造行业生态圈，积累智能制造领域资源，发
展智能制造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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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重点推动工作
2018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推进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进行内部整合。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内部整合
进展，积极筹划以有效方式实施母公司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压缩整合。公司推进将消费电子精密结构
件业务相关子公司、参股公司股权注入全资子公司东莞劲胜精密电子组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胜精密
电子”），以及以劲胜精密电子作为业务整合平台，进一步剥离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相关子公司、参股
公司股权。公司积极引进行业内优秀人才，加大对精密结构件业务的经营管理力度，梳理和整合消费电子
精密结构件业务的生产资源，发挥集约效应、提高经营效率。
4）持续强化研发创新能力
2018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打造研发创新的人才团队，强化产品和技术创新。公司被国家知识产局认定
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被东莞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东莞市报业传媒集团评为“2018 年东莞市十
大创新企业”。公司全资子公司创世纪获评深圳市市长质量奖，“高速高精钻铣加工中心的研发及应用”
项目获评为 2017 年度深圳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华晶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被东莞市科
学技术局认定为“东莞市专利优势企业”，“东莞市智能穿戴先进材料与结构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东
莞市科学技术局认定为东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8 年上半年，公司新增获得授权专利 180 项，其中包括 15 项发明专利、141 项实用新型专利、21
项外观专利、1 项韩国授权专利、1 项美国授权专利、1 项欧盟授权专利；获得受理专利 120 项，其中包括
41 项发明专利、73 项实用新型专利、6 项外观专利。
5）强化内控管理工作，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2018 年上半年，公司根据经营发展战略调整了董事会人员，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更好地保障战略目
标的实现。公司推进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内部整合，加大管理力度，优化业务流程，精简组织机构，
提高运营效率。公司继续加强对子公司的内部控制，通过全面贯彻落实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持续提升内部
控制和规范运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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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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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

1,188,446,013.16

751,285,389.68

36.78%

-4.99%

-0.33%

-2.96%

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

1,840,269,629.87

1,730,853,361.29

5.95%

-4.54%

11.07%

-13.22%

8,512,654.51

6,709,579.96

21.18%

-

-

-

20,503,373.28

20,816,622.88

-

-

-

-

分产品或服务

智能制造服务
分部间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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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14,881.58 万元，同比下降 4.70%，主要受到智能手机市
场增速放缓、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呈现低迷态势、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消费电子行业整体订单量下降，
从而对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均产生影响。其中，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报告期
实现营业收入 184,026.96 万元，同比减少 8,759.51 万元，同比下降 4.54%；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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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18,844.6 万元,同比减少 6,235.46 万元，同比下降 4.99%。
2）营业成本：公司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7.37%，主要是订单不及预期带来单位固定成本上升，同
时受东莞滨海新区、产业发展定位等影响，带来厂租、用工等方面成本上升。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3.68 万元，同比下降
91.40%，主要是消费电子行业呈现低迷态势，国内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市场竞争加剧，公司消费电子
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部分客户订单价格未达预期，业务出现较大亏损；加之，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寻求
新的增量，在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上加大投入，积极开拓国内重点市场及海外市场，新产品导入及积极
的销售政策，使得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
① 销售毛利率：公司报告期综合毛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9.2 个百分点。主要是：
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业务：消费电子市场订单量下降，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厂商间价格竞争加剧，
使得部分客户订单价格不达预期，严重影响了精密结构件产品的销售毛利率；
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一方面毛利率较高的钻铣攻牙加工设备销量下降；另一方面新产品前
期试产量产成本增加，以及为促进新产品迅速占领市场而部分采取积极销售政策，影响了产品销售毛利率。
② 期间费用：
单位：万元
2018 年 1-6 月

项目

金额

费用率

2017 年 1-6 月
金额

费用率

增加金额

增长率

费用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销售费用

11,961.71

3.97%

12,940.32

4.09%

-978.61

-7.56%

-0.12%

管理费用

32,467.78

10.76%

41,243.33

13.03%

-8,775.55

-21.28%

-2.27%

财务费用

4,823.22

1.60%

1,339.94

0.42%

3,483.28

259.96%

1.18%

合计

49,252.71

16.33%

55,523.59

17.54%

-6,270.88

-11.29%

-1.21%

报告期内，公司三项费用合计 49,252.71 万元，同比减少 6,270.88 万元；三项费用率 16.33%，同比
下降 1.21 个百分点。
A、销售费用：报告期为 11,961.71 万元，同比减少 978.61 万元，费用率下降 0.12 个百分点。主要
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务运输费用及业务费用减少。
B、管理费用：报告期为 32,467.78 万元，同比减少 8,775.55 万元，费用率下降 2.27 个百分点。主
要是上年同期创世纪计提超额利润奖金。
C、财务费用：报告期为 4,823.22 万元，同比增加 3,483.28 万元，费用率增长 1.18 个百分点。主要
是利息支出增加。
③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7.35 万元，同比增加 277.35 万元，增长 100%，
主要是创世纪赎回购买的货币基金所带来的变动。
④ 投资收益：报告期为-827.85 万元，同比减少 867.22 万元，同比下降 2202.81%，主要是对联营企
业确认的投资收益减少。
⑤ 资产处置收益：报告期为-1,008.02 万元，同比减少 984.71 万元，主要是公司淘汰消费电子精密
结构件业务落后产能，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4）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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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受智能手机市场增速放缓、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呈

营业收入

3,016,724,924.26

3,165,540,759.14

-4.70%

现低迷态势、中美贸易战等的影响，消费电子行
业整体订单量下降，竞争加剧导致收入下降。
主要是单位固定成本增加，人员成本增加、房屋

营业成本

2,468,031,708.05

2,298,571,927.76

7.37%

销售费用

119,617,128.87

129,403,229.57

-7.56%

管理费用

324,677,815.30

412,433,273.10

-21.28%

主要是上年同期创世纪计提超额利润奖金。

财务费用

48,232,230.75

13,399,434.55

259.96%

主要是利息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46,112,271.10

47,873,451.28

-3.68%

103,436,017.69

132,315,030.41

-21.83%

-276,556,341.43

-116,932,194.27

-136.51%

-76,698,939.85

-110,363,118.89

30.50%

244,768,838.87

81,742,116.61

199.44%

-109,039,300.88

-145,320,262.21

24.97%

研发投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租赁成本增加。
主要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务运输费用及业务费用
减少。

所得税费用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主要是研发投入的减少。
主要是当期创世纪支付超额利润奖金。
主要是当期支付固定资产、工程类款项减少。
主要是当期收到短期融资券资金。
主要是当期支付固定资产、工程类款项减少以及
收到短期融资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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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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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创世纪根据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务的需要，于 2018 年 2 月注销了深圳市创世纪机械
有限公司北京技术分公司；创世纪于 2018 年 4 月投资 50 万元设立了北京创群科技有限公司，自始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7 年第二次总经理办公会决议，注销全资子公司东莞华晟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唯仁电子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办理完成了注销登记手续。
公司全资子公司劲胜精密电子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于 2018 年 4 月新设东莞劲胜精密电子组件有限公
司长安分公司。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九全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