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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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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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夏军（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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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2,941,022,985.96 3,016,724,92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584,593.65
26,036,82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4,073,520.01
26,769,890.47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961,274.43 -276,556,341.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51%
-47.83%
-115.22%
175.92%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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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0.02
-50.00%
0.49%
0.4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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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2,390,364.60 8,415,805,341.47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54,059,788.37 2,734,719,720.97
0.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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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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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08% 230,151,700

0

质押

155,000,000

夏军

境内自然人

10.94% 156,503,656

117,377,742

质押

109,000,000

袁永峰

境内自然人

5.00%

71,546,800

0

质押

57,275,000

何海江

境内自然人

4.96%

70,907,020

53,180,265

质押

49,300,000

凌慧

境内自然人

2.37%

33,909,428

0

质押

23,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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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石河子晨星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1.66%

23,721,052

0

质押

15,000,00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其他
红-个人分红

0.92%

13,116,570

0

钱业银

0.81%

11,628,247

0

0.66%

9,399,841

0

境内自然人

太平洋资管－建设银行－太平洋成长精
其他
选股票型产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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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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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太平洋资管－建设银行－太平洋成长精选股票型产品的管理人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
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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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公司报告期末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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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辉国际”
）因偿还股权质押融资借款及利息的资金需要，2019
年 5 月 15 日与冯建华女士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劲辉国际将其持有的 71,584,300 股公司股份转让给冯
建华女士，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2019 年 7 月 2 日，劲辉国际办理完成并取得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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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份协议转让后，劲辉国际不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
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4）、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
、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暨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7）、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9）、《关于股东协议
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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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智能制造服务业务，报告期内
为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通过对外投资、资产出售/出租等方式全面整合消费电子精密结
构件业务。2019 年上半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94,102.30 万元，同比下降 2.51%；利润总额 3,945.23
万元，同比下降 43.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8.46 万元，同比下降 47.83%。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重点推动战略方向调整，积极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决议，2019 年上半
年经营计划执行情况如下：
1）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世纪”）继续加大新技术、新
产品研发投入，在系统关键功能部件深度研发，推动产品升级迭代，拓展高端装备产品的应用领域；创世
纪继续加大核心产品的营销力度，保持核心产品的持续销售；增加非 3C 领域机床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投入，
实现了玻璃机、零件机、龙门机、激光金属切割机等新产品销售的同比大幅增长，继续推进产品结构调整。
报告期内，公司高端装备制造分部实现营业收入 106,641.01 万元，同比下降 10.27%；主要受到新产
品研发和营销投入力度加大的影响，实现利润总额 18,988.12 万元，同比下降 36.97%。
2）智能制造服务业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智能制造示范车间升级，加强工业互联网、大数据领域应用研究，对现
有的系统产品进行改进；促进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业务产品和团队不断成熟，深耕 3C、汽车、航天航空等领
域，拓展和服务优质客户，增强品牌效应；智能制造孵化器平台累计已入驻 28 家企业，提供增值服务，
搭建和拓展智能制造生态链。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制造服务分部实现营业收入 1,132.81 万元，同比增长 33.07%；由于自动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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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所需外购设备组件、软件开发前期研究试验成本高，相关产品开发周期长，技术人员人力成本高，利
润总额为-232.98 万元。
3）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在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业务整合计划整体框架下，继续推动
通过对外投资/出租、资产出售等方式整合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业务，并根据业务整合进展，持续优化业
务流程、精简组织机构、整合厂区和人力资源。
报告期内，公司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分部实现营业收入 187,355.69 万元，同比增长 1.81%；利润总额
为-14,855.66 万元，亏损金额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32.49%，整合成效显现。
4）持续强化研发创新能力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持续推动研发创新工作，共获得授权专利 121 项，其中发明专利 16 项、97 项实
用新型专利、8 项外观专利；获得授权软件著作权 5 项。公司针对高端装备产品各机型数控系统和关键功
能部件进行二次开发和自主研发创新；推动金属加工机系列、玻璃加工系列、高光机系列、雕铣机系列、
石墨机系列及 3D 玻璃热弯机等产品的技术创新与品质改善。
5）强化内控管理工作，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健全和深化内部控制体系，强化内部风险控制的管理工作；结合精密结构件
业务整合进展，精简组织结构、梳理管理流程；落实精益生产，提高运营管理效率；通过全面落实各项内
部控制制度，加强对子公司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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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产品或服务
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
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服务
分部间抵消

1,873,556,893.38
1,066,410,147.98
11,328,147.38
10,272,202.78

营业成本

毛利率

1,794,669,928.95
757,149,286.27
5,121,945.83
9,442,558.43

4.21%
29.00%
54.79%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1.81%
-10.27%
33.07%
-

营业成本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3.69%
0.78%
-23.66%
-

-1.74%
-7.78%
3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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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智能手机市场负增长的影响，公司应用于 3C 领域的数控机床产品销售量有所下滑，
报告期内高端装备制造业务营业收入 106,641.01 万元，同比下降 10.27%；报告期内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
分部营业收入 187,335.69 万元，同比增长 1.8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 294,102.30 万元，同比下降
2.51%。
2）营业成本：公司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 3.22%，主要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务产品结构调整，新产品
的投入使得营业成本有所增加。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58.46 万元，
同比下降 47.83%；主要是精密结构件分部受到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产品毛利率不达预期、各项经营成本较高
的影响；加之，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寻求新产品增量，研发创新和营销费用投入加大，使得高端装备制
造业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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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电子精密结构
件业务受到厂商间竞争加剧影响，部分客户订单价格不达预期，影响了精密结构件产品的销售毛利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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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备制造业务毛利率较高的钻铣攻牙加工设备销售下降，加之新产品研发投入加大及实施促销政策，影
响了高端装备产品毛利率。
② 期间费用：
项目

2019 年 1-6 月
金额（万元）

2018 年 1-6 月

费用率

金额（万元）

费用率

增加金额
（万元）

增长率

费用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8,702.79
17,197.70

2.96%
5.85%

11,961.71
23,116.40

3.97%
7.66%

-3,258.92
-5,918.70

-27.24%
-25.60%

-1.01%
-1.82%

研发费用

6,267.92

2.13%

9,351.38

3.10%

-3,083.46

-32.97%

-0.97%

财务费用

5,634.88

1.92%

4,823.22

1.60%

811.66

16.83%

0.32%

合计

37,803.29

12.85%

49,252.71

16.33%

-11,449.42

-23.25%

-3.47%

报告期内，公司四项费用合计 37,803.29 万元，同比减少 11,449.42 万元；四项费用率 12.85%，同比
下降 3.47 个百分点。
A、销售费用：报告期为 8,702.79 万元，同比减少 3,258.92 万元，费用率下降 1.01 个百分点；主要
是公司进行精密结构件业务全面整合，相关费用减少。
B、管理费用：报告期为 17,197.70 万元，同比减少 5,918.70 万元，费用率下降 1.82 个百分点；主
要是公司进行精密结构件业务全面整合，相关费用减少。
C、研发费用：报告期为 6,267.92 万元，同比减少 3,083.46 万元，费用率下降 0.97 个百分点；主要
是公司进行精密结构件业务全面整合，相关研发投入减少。
D、财务费用：报告期为 5,634.88 万元，同比增加 811.66 万元，费用率增长 0.32 个百分点；主要是
利息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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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1,022,985.96 3,016,724,924.26

营业成本

2,547,498,602.62 2,468,031,708.05

销售费用

87,027,941.47

119,617,128.87

管理费用

171,976,950.90

231,163,999.53

财务费用
所得税费用

56,348,785.52
28,259,105.05

48,232,230.75
46,112,271.10

研发投入

80,516,369.66

103,436,017.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961,274.43

-276,556,3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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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08,052.43
109,643,623.36

-76,698,939.85
244,768,838.87

134,047,810.33

-109,039,300.8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了消费电子
-2.51% 行业客户的投资信心，公司应用于消费电子领
域的高端数控机床营业收入同比略有下降。
3.22% 主要是数控机床产品结构变化导致成本增加。
主要是公司进行精密结构件业务全面整合，相
-27.24%
关费用减少。
主要是公司进行精密结构件业务全面整合，相
-25.60%
关费用减少。
16.83% 主要是利息支出增加。
-38.72% 主要是利润总额减少带来的所得税费用减少。
主要是公司进行精密结构件业务全面整合，相
-22.16%
关研发投入减少。
主要是整合精密结构件业务所带来的现金流量
175.92%
支出减少。
-141.47% 主要为购买理财产品。
-55.21% 主要是融资租赁设备款减少。
主要是整合精密结构件业务所带来的现金流量
222.94%
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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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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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2017〕8 号）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 号）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 号）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根据中国财政部的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上述新金融准则。
中国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和财会[2019]6 号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
司根据中国财政部的规定变更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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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于 2019 年 2 月转让东莞华晶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 60%股权，
东莞华晶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将报告期内新设的黄石市劲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黄石市劲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长安分公司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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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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