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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4             股票简称：星徽精密            公告编号：2016-048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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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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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84,215,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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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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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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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惠吟 鲁金莲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工业园兴业路

七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工业园兴业路

七号 

传真 0757-26326798 0757-26326798 

电话 0757-26332400 0757-26332400 

电子信箱 sec@sh-abc.cn sec@sh-abc.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精密金属连接件供应商，公司主要产品为

滑轨、铰链等金属连接件。滑轨产品主要应用于家具、家居、家电、工业、IT、金融、汽车等行业，铰链

产品主要应用家具、家居等行业。 

公司产品生产基地目前集中在佛山北滘工业园和清远嘉福工业区，对产品销售划分国际销售部、内销

华南区、内销华东区、内销华北区、内销西南区管理全国和世界其他65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销售服务，通

过对大型工厂及整体衣柜、厨柜厂、房地产集团的直销和对各建材市场、各类中小型工厂、装修工程、零

售市场的代理商渠道服务全体客户。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公司产品应用领域包括家具、家居、家电、工业、

IT等领域的连接部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的升级换代以及国家转型升级、调结构、惠民生政策

落实和深入，精密金属连接件的应用领域日益广泛，中高端产品使用日益增长，滑轨、铰链等精密金属件

不具有明显经济周期。 

公司在产品设计、生产技术、研发创新等方面处于国内行业领先地位，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0,373.03万元，比上年增长6.45%。公司业绩增长主要驱动因素：一是下游行业市场需求增长；二是公司

持续进行设备投入和技术创新推动产能升级；三是随着下游产品功能升级，公司的精密金属连接件产品应

用领域得到拓展，产品系列进一步丰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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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411,902,920.08 391,591,212.24 5.19% 395,310,11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015,409.02 40,487,984.03 -11.05% 42,838,14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979,482.57 37,138,778.04 -8.51% 42,235,7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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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42,854.23 56,169,744.93 -26.04% 56,694,297.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65 -23.08% 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65 -24.62% 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6% 15.87% -6.01% 18.8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675,892,227.34 515,859,614.00 31.02% 425,571,90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3,461,382.61 258,741,584.53 82.99% 238,253,600.5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9,767,943.96 102,191,149.81 108,469,400.43 121,474,42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01,675.78 6,696,827.55 8,911,004.63 15,305,90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83,404.71 5,722,944.98 8,815,140.99 14,357,99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81,337.23 24,047,987.66 -606,618.40 34,182,8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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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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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40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74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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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2% 42,290,000 42,290,000 质押 8,000,000 

陈梓炎 境内自然人 9.26% 7,800,000 7,800,000   

陈惠吟 境内自然人 7.60% 6,400,000 6,400,000   

天津纳兰德股 境内非国有 4.99% 4,200,000 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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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法人 

李晓明 境内自然人 1.07% 900,000 900,000   

杨仁洲 境内自然人 0.36% 300,000 300,000   

蔡文华 境内自然人 0.30% 250,000 250,000   

宝盈基金－光

大银行－宝盈

金股 36 号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8% 233,400    

深圳麟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邦德嘉 2 号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5% 209,600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

海－浦江之星

186号集合资金

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3% 194,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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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5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认真落实2015年度经营方针，坚持“立足主业、专注滑轨领域，

加强新产品开发”的发展战略，大力推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努力探索新的附加值高的产品运用领域。

结合国家转型升级战略，实践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加大生产自动化建设和机器人换人投入，进一

步提升管理信息化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190.29万元，比上年增长5.1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01.54万元，比上年减少11.05%。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稳步增长趋势，主要原因为：1、下游行业市

场需求增长；2、公司持续进行设备投入和技术创新推动产能提升；3、随着下游产品功能升级，公司的精

密金属连接件产品应用领域得到拓展，产品系列进一步丰富，从而带动销量增长。 

公司利润的下降主要是本年增加上市宣传、限制性股票以及清远生产基地相应资产折旧、管理支出等

增加影响。 

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30,953.62万元，比上年增长5.55%，一方面销售量的增长带来营业成本额

的增加。同时为了提高生产自动化和标准化水平，公司对生产线进行更新改造，购置和自制开发自动化机

器设备。固定资产的增加使得折旧费用增加，主营业务成本率有所上升； 

本报告期内，公司三项期间费用合计5807.29万元，比上年增长13.21%。其中，销售费用同比增长3.10%，

主要系本期业务宣传、业务招待等费用有所增加；管理费用增长31.63%，主要是2014年下半年清远基地一

期部分投产后相应增长管理费用以及本期宣传费用、限制性股票等相关费用增加所致；公司财务费用主要

是利息支出，本期利息支出690.67万元，同比增长40.96%，主要是上半年上市前公司贷款规模较大以及清

远贷款随着工程完成转固，相应贷款利息记入当期损益所致。 

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154.29万元，比上年减少1,462.69万元。主要是本

期为降低成本，在铁料价格低谷适当增加了铁料合同采购，使公司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本期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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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滑轨 303,697,013.55 217,392,609.43 28.42% 15.24% 15.06% 0.11% 

铰链 78,128,210.49 64,763,985.33 17.11% -18.74% -16.01%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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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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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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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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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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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