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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4                               证券简称：星徽精密                          公告编号：2018-157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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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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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徽精密 股票代码 30046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鲁金莲 包  伟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科业路三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科业路三号 

电话 0757-26332400 0757-26332400 

电子信箱 sec@sh-abc.cn sec@sh-ab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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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7,361,051.98 237,861,166.92 2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74,859.59 13,431,102.63 -14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099,610.83 12,461,062.88 -1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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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77,870.60 -29,123,829.35 -7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6 0.0640 -149.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6 0.0640 -149.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2.66%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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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819,335.23 1,028,328,985.05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2,054,868.03 508,535,927.52 -1.2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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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星野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83% 105,725,000 105,725,000 质押 81,155,999 

陈梓炎 境内自然人 9.37% 19,500,000  质押 19,500,000 

陈惠吟 境内自然人 5.73% 11,913,000 9,034,750 质押 9,100,000 

信诚基金－中信

证券－华章天地

传媒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其他 0.79% 1,635,034    

长江财富－宁波

银行－林松柏 
其他 0.53% 1,093,827    

马力 境内自然人 0.33% 685,300    

李琛森 境内自然人 0.31% 646,850    

姚泽通 境内自然人 0.29% 603,700    

彭佳 境内自然人 0.25% 511,190    

广西铁路发展二

期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24% 506,3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李琛森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0601517963 账户持有 646,850 股，合计持有 646,850 股；马

培焕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0604115674 账户持有 450,007 股，合计持有 450,00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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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面对激烈的市场环境、居高的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人民币汇率和不

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等的挑战，积极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完善销售体系建设、加强渠道推广

力度、严格控制成本费用、提升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和加强国际国内并购等一系列措施，

使公司半年度营业收入稳定增长，二季度业绩实现扭亏。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736.1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7.49万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2,000.60万元。2018年二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492.5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3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0.5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2.02%。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保持稳健增长，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其中一季度亏损818.08万元，二季度

实现扭亏。主要原因：一是上半年钢材等相关材料价格仍在高位波动，使公司产品材料成本

居高不下；二是金融机构实际借款利率上涨，报告期公司借款利息支出同比增加411.43万元；

三是智能自动化生产改造和现代化厂房建设投入使折旧费用增加；四是在原材料价格等各成

本上涨压力环境下，公司二季度产品价格调整和各项成本控制改善效果逐步显现，通过各方

面不懈努力实现了二季度扭亏。报告期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年度经营方针，持续推进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和吸收引进，提升核心竞争

力。公司以市场为中心继续加大对新产品的开发力度，提升创新能力。2018年公司投入研发

费用1,233.1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4.29%。截至 2018年6月30日，公司具有有效专利204项，其

中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187项，外观6项。2018年上半年取得专利54项，其中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52项。 

2、市场营销方面，报告期公司通过深挖国际国内市场、做大代理商销售渠道，努力开

拓新客户、新产品，实现销售业务的良好增长。报告期公司继续完善优质大型厂商、整体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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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厨柜和房地产集团的自营销售管理，大力发展国内代理商，扩大合格代理商队伍；品牌

推广和宣传方面，通过积极参加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厨房卫浴展览会KBIS、中国（北京）

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中国（广州）国际家具博览会、美国亚特兰大国际家具配件及

木工机械展IWF、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等，充分利用阿里巴巴、京东、天猫等

互联网平台，宣传公司、宣传产品、开发客户、做大销售。报告期公司对美国地区销售收入

完成3,688.83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12.84%，在美国贸易战背景下，未出现客户因加征关税

问题压价和减少进口情况。 

3、推进制造体系阿米巴建设，实现人人关心成本和效益。报告期公司正式启动制造系

统阿米巴体系建设，完善全员责任和激励机制，推进节约成本效益提升工程。通过阿米巴建

设过程，较大提升了制造系统和公司上下成本效益意识，调动了各巴提高效益的积极性，有

力助推了公司生产效益改善。 

4、积极寻求主业和技术突出的国际、国内目标，为公司外延发展和经营管理提升创造

条件。报告期公司通过意大利全资子公司 Saca Precision Technology S.r.l.以 280 万欧元收购

了Donati S.r.l （以下简称“Donati”或“标的公司”）70%的股权。标的公司在滑轨设计领域具有

较强的技术实力，尤其在窄板抽产品方面拥有核心技术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次交易有利

于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在滑轨方面的研发能力，同时也有利

于本公司充分利用标的公司的品牌价值和渠道优势，提升本公司生产的滑轨、铰链产品在意

大利、德国等欧洲市场的占有率，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另一方面公司利用控股公司意大利并

购资源，实施公司与并购标的的技术协同，对收购标的的技术、国内市场拓展、生产转移展

开了大量工作。国内资本方面，公司对深圳市泽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收购目前完成《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披露了《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2018 年 6 月 1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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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3日就公司按照财政部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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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的相关规定执行；按照财政

部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

的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方面，模具折旧年限调

整为：钢制模具折旧年限为5年,委外模具折旧年限为3年，发布了2018-014号公告。具体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情况、原因及其影响详见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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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在意大利设立全资子公司Saca Precision Technology S.r.l.，用

于对Donati S.r.l.的收购｡2018年4月20日本公司通过意大利全资子公司 Saca Precision 

Technology S.r.l.以 280 万欧元收购了Donati S.r.l.公司 70%的股权。因此报告期合并报

表范围增加Saca Precision Technology S.r.l.以及Saca Precision Technology S.r.l.对

Donati S.r.l.公司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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