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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4                           证券简称：星徽精密                           公告编号：2017-015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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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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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09,753,75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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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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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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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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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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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秉承“精制

您的生活”的理念，将产品的开发方向定位为朝多功能、阻尼静音式、隐藏式、自动闭合、人性化的方向

发展，使生活更安全、高效、环保、便利。公司主营产品为各种多功能、高精密的滑轨、铰链等金属连接

件，包括17个滑轨系列及11个铰链系列。其中，滑轨的宽度范围为17mm至76mm、负载能力为10kg至800kg；

铰链的铰杯直径为26mm、35mm和40mm，开门角度为90°至270°，能够满足家具、家居、家电、工业、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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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汽车等不同行业的功能需求，对于实现下游产品的高性能及高精密，推动下游产业先进制造升级起

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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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销中南西北区，管理全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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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低迷，一路一带、供给侧结构改革战略下，中国经济稳中有升。公司

产品 “SH-ABC”商标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应用领域包括家具、家居、家电、工业、IT等领域的连接部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五金产品品牌推行走向大众化，消费者对五金行业的了解程度也有了改变。过

去的含糊消费开始逐渐明晰，摒弃传统的只重视外观、样式的感性消费，变为重视质量、档次的理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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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产品正走向智能化、人性化的

发展道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产品前景广阔，公司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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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61.41万元，比上年增长10.87%。公司业绩增长主要因素：一是公司持续进行设备投入和技术创新推

动产品升级；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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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公司销售市场的开拓发展，大客户战略和经销商渠道建设有力促进了公司销售业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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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458,941,593.02 411,902,920.08 11.42% 391,591,21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843,698.90 36,015,409.02 16.18% 40,487,98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178,696.22 33,979,482.57 12.36% 37,138,77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226,291.87 41,542,854.23 124.41% 56,169,744.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95 0.50 -60.10% 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5 0.49 -59.29% 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0% 9.86% -1.36% 15.8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833,811,550.44 675,892,227.34 23.36% 515,859,61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8,476,645.42 473,461,382.61 7.40% 258,741,5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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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70,968.39 117,436,474.61 129,174,061.15 123,760,08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71,635.62 9,719,940.15 11,391,323.64 13,260,79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14,344.29 9,491,820.39 11,379,958.85 12,392,57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3,381.88 7,153,100.92 26,472,453.05 60,784,1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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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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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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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14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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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0% 105,725,000 105,725,000 质押 426,000 

陈梓炎 境内自然人 9.30% 19,500,000 0 质押 171,000 

陈惠吟 境内自然人 5.72% 11,988,000 11,925,000 冻结 175,00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07% 4,331,513    

李晓明 境内自然人 1.07% 2,250,000    

何铁标 境内自然人 0.29% 607,400    

蔡文华 境内自然人 0.24% 512,500 356,25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信金

利趋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3% 485,000    

张育群 境内自然人 0.21% 450,000    

杨仁洲 境内自然人 0.20% 412,500 412,500 冻结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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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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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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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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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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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认真落实年度经营方针，坚持“立足主业、专注滑轨领域，加强新产品开发”的发展战略，

不断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上水平。大力推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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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环境持续严峻的形势下保持了营业收入的持续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894.16万元，比上年增长11.4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83.37万元，比上年增加16.18%。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持续进行设备

投入和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升级；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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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公司销售市场的开拓发展，大客户战略和经销商渠道建设有力促进了公司

销售业务增长。 

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35,139.00万元，比上年增长13.52%，增长率比营业收入增长率略高，主要

原因：一是为提高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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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劳动用工成本持续上升，在自动化智能化下工资成本压力仍

在上升，造成报告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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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8.26万元，比上年减少0.84%。其中，销售费用同比减少5.38%，

主要是本期推行代理商后销售人员工资、销售汽车费用、租赁费用有所减少；管理费用增长13.46%，主要

是清远基地部分投产后相应增加管理费用以及本期研发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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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2万元，同比减少41.50%，主要是募投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节约了公司财务

利息支出。 

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322.63万元，比上年增加5,168.34万元。主要是公

司利用上游材料提价时机，及时加强了货款回收管理，同时增加部分预付款订货，使销售收款增加较大，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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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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440,350.30 257,433,706.48 26.33% 15.06% 18.42% -2.09% 

铰链 80,147,594.17 68,710,158.32 14.27% 2.58% 6.09%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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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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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

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

税费不予以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调整后税金及附加增加983,814.29元，管理费用减少983,814.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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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星徽高端滑轨制造有限公司，于2016年

12月7日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606MA4W1Y300A的营业执照。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尚未注

资，子公司尚未开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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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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