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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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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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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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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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08,002,5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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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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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兴业路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工业园兴业路
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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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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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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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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下游产业先进制造升级起到重要作用。
公司产品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佛山北滘工业园和清远嘉福工业区，2017年下半年在泰州
基地设立了联营企业江苏星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泰州星瑞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主营家用电器
类滑轨及铰链的生产加工和家用电器类铝合金及不锈钢类金属外观件生产加工。营销方面，
公司贯彻大客户导向和市场导向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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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经济已从进入了新常态，我司下游行业包括家居、家电、电子和通信等制造业，
都已进入大的转型期，向行业集中度提升、产品品质提高、市场反应加快等方向演变。公司
产品“SH-ABC”品牌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产品，并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新
西兰等多个国家申请了商标国际注册保护。公司“SH-ABC”品牌滑轨、铰链，应用领域包括家
具、家居、家电、工业、IT等领域的连接部位。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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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产品已走向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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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62.24万元，比上年增长14.52%。公司销售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围绕供给侧改革，
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实现了产品升级和功能完善，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促进
了产销的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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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525,951,511.09

458,941,593.02

14.60%

411,902,92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86,910.56

41,843,698.90

-63.94%

36,015,40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97,390.99

38,178,696.22

-67.00%

33,979,482.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930,508.72

93,226,291.87

-53.95%

41,542,854.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1

0.1995

-63.86%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1

0.1995

-63.86%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8%

8.50%

-5.52%

9.86%

营业收入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

2015 年末

1,028,328,985.05

833,811,550.44

23.33%

675,892,227.34

508,535,927.52

508,476,645.42

0.01%

473,461,3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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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93,720,160.78

144,141,006.14

152,777,726.29

135,312,61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8,851.72

8,932,250.92

7,996,726.94

-6,340,91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27,533.44

8,033,529.44

7,635,393.37

-7,499,065.26

-31,254,687.74

2,130,858.39

12,669,342.01

59,384,99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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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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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4,914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12,581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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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星野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105,725,000.00%

0

426,000 质押

426,000

陈梓炎

19,500,000.00%

19,500,000

171,000 质押

171,000

陈惠吟

11,988,000.00%

63,000

175,000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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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1,513.00%

4,331,513

李晓明

2,250,000.00%

2,250,000

何铁标

607,400.00%

607,400

蔡文华

512,500.00%

15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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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000.00%

485,000

张育群

450,000.00%

450,000

杨仁洲

412,500.00%

350,000 冻结

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无。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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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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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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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方针，克服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原材料上涨的不利因素，立
足主业，积极开拓创新，大力推进集团管理职能建设，完善经营架构，推动首次募集项目产
能释放和围绕核心产业收购兼并、转型升级，经营业绩取得稳定增长。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52,595.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08.69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63.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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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减少，主要原因：一是首次募集资金使用完后，公司主要通过银行贷
款满足业务规模扩大带来的资金缺口，在国家防风险控制下，贷款利率上升，公司借款利息
支出同比增加；二是全年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大，产品价格下游传导滞后及传导弱化影
响了公司报告期利润；三是智能自动化生产改造使公司生产由传统制造转向智能自动化制造，
但在转换过程中短期对生产成本有一定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坚持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和吸收引进，提升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
引进吸收、自主研发，全方位推进智能制造，不断强化新产品及新技术的应用，努力提升核
心技术与产品竞争力。2017年公司投入研发费用2,469.7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4.70%。2017年
度公司产品研发立项118项，导入量产44项；新模设计214单，改模720套。滑轨方面主要开展
对G3、N2、M3和CB直板抽的研发G3A、G3B、G3BZ、M3-21等隐藏轨已试产或量产；铰链
方面主要开展对S6D02美式铰链、FT15、FT16欧式铰链，Titus、F06系列移动底座以及不锈
钢铰链研发。美式铰链S6D02、FT15/FT16系列缓冲铰链、Titus底座已量产。截至 2017年12
月31日，公司有效专利155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141项，外观6项。报告期取得专
利46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40项。智能制造方面，公司组织从意大利和台湾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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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20段内中外轨滚轮成型机、N2/16段上轨滚轮成型机、铰链组装机和配套模具，同时大力
推进机器人换人工程。2017年公司完成拉轨机改造70项、拉轨机开发制作23项、非标自动化
设备开发和技术改造项目共60项、夹治具开发和技术改造项目共251项，巩固和发展了公司主
要生产环节的自动化、智能化。
2、市场营销方面，通过调整营销激励政策和对市场的深挖、对新客户、新产品的开拓，
使销售业务稳定增长。报告期在业务上实现由客户导向转向市场导向发展；在渠道策略上，
进一步完善了对各地优质大型厂商、整体衣柜、厨柜和房地产集团的自营销售管理。大力发
展代理商，加强代理商管理监督和培训指导，协助和督促代理商提高市场开拓能力和销售服
务能力，借助终端代理渠道将市场做细做透；同时通过积极参加中国（广州）国际家具展、
中国国际厨房、卫浴设施展览会、德国科隆家具展等国内国际专业展会，充分利用阿里巴巴、
京东等互联网平台，宣传公司、宣传产品和开发客户。
3、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加强责任考核管理，努力减员增效，提高劳动生产率。报告期公
司进一步完善了绩效管理体系建设，围绕年度经营方针确定各级绩效指标和目标。编制、修
订和审核更新了各项薪酬绩效相关方案，实现了薪酬方案和绩效考评全面融合；同时突出了
管理责任考核，对各项工作效率和成本损失加强责任追究。如对日常工作流程、产品质量责
任、交期责任、异常工时、物料报废等加强责任追究和考核，提升管理效率；对各岗位进行
检讨，加强定岗定员管理；对自动化产线和自动化工位及时跟进人员配置、效率提升和质量
改善等。
4、投资及资本运作方面，报告期清远生产基地已全面投入生产经营，2017年度清远星徽
实现营业收入28,615.27万元。泰州星徽厂房建设一期已完工，新增厂房建筑面积约16,336平
方米。报告期已投资设立联营公司江苏星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和泰州星瑞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主营家用电器类滑轨及铰链的生产加工和家用电器类铝合金及不锈钢类金属外观件生产加
工，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516.57万元。同时公司围绕核心产业认真谋划收购兼并、转型升级，
立足主业把星徽打造成国际知名、国内领先,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精密金属连件供应商。报告
期公司利用控股公司意大利并购资源，成立项目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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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转移展开工作。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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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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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滑轨

409,944,486.26

83,143,280.72

20.28%

17.37%

-9.46%

-6.01%

铰链

78,202,924.17

11,650,831.75

14.90%

-2.39%

2.16%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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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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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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
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对
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
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颁布《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
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同时，根据 2018 年 1 月 12 日财政部会计司《关于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企业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
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对会计报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序号
1
2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名称

追溯调整法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颁布《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 2016年度营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业外收入
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 2016年度营
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同时，根据 2018 年 1 月 12 日财政部 业外支出
会计司《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对于利 2016年度资
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产处置收益
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
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

影响金额

调减59,624.13元
调减148,155.49元
调增-88,53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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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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