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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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声明
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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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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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4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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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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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5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立夫

温永红

办公地址

深圳南山科技园长城科技大厦 2 号楼 13 层 深圳南山科技园长城科技大厦 2 号楼 13 层

电话

0755-25865968

0755-25865968

电子信箱

public@chitwing.com

public@chitw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注于精密模具、精密结构件的生产制造。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无线网卡
等电子消费产品。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全球消费电子产品公司，如OPPO、华为、三星、HTC、TCL、仁宝、魅族等。具体业
务如下：

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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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密模具
公司制造的精密模具根据不同客户的定制化需求，用于客户的结构件生产。

（2）精密结构件
公司生产的精密结构件绝大部分为手机结构件，主要包括：外壳结构件及内部结构件（包括内部支撑件及连接件），
目前包括塑胶结构件、金属结构件及玻璃结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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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1,519,638,330.98

1,835,866,402.95

-17.23%

2,319,403,53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84,318.85

72,185,795.70

-28.26%

82,373,48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677,049.23

68,281,495.89

-31.64%

66,944,898.92

-138,602,205.81

100,725,972.52

-237.60%

140,463,38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40

-42.50%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40

-42.50%

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6%

9.41%

-4.65%

1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978,247,301.94

1,643,213,678.55

20.39%

1,798,943,28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3,837,096.81

804,510,674.83

48.39%

729,104,7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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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924,736.27

283,485,689.62

416,998,986.68

441,228,91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87,863.87

10,472,492.69

7,702,428.31

17,321,53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75,657.41

9,137,867.29

7,969,301.90

16,594,22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021,551.75

-151,531,242.73

42,995,030.25

-94,087,5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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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38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8,532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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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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荣科技集团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52.50%

126,000,000

126,000,000

捷荣汇盈投资
管理（香港）有 境外法人
限公司

12.75%

30,600,000

30,600,000

深圳长城开发
科技股份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7.50%

18,000,000

18,000,000

上海亦金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2.25%

5,400,000

5,400,000

张丽

境内自然人

0.13%

321,300

0

朱立安

境内自然人

0.09%

225,019

0

代学荣

境内自然人

0.09%

217,800

0

卢斌

境内自然人

0.09%

207,000

0

谢慧明

境内自然人

0.08%

198,300

0

赵承勋

境内自然人

0.07%

179,7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捷荣集团及捷荣汇盈的控股股东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晓群女士。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动的说明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张丽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162,000 股；谢慧明通过信用证券
说明（如有）
账户持股 152,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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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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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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于精密模具、精密结构件的生产制造，主要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无线网卡等
电子消费产品，同时也可以广泛应用于医疗器械、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全球消费电子产品公司，如OPPO、
华为、三星、HTC、TCL、仁宝、魅族等。

1、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精密模具
公司制造的精密模具根据不同客户的定制化需求，用于客户的结构件生产。

（2）精密结构件
公司生产的精密结构件绝大部分为手机结构件，主要包括以塑胶、金属和玻璃三种材料为基础的外壳结构件及内部结
构件（包括内部支撑件及连接件）。

2、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外知名的消费电子终端产品品牌商。公司主要采取直销模式。具体销售方式为：
（1）资质认证。公司通过业务机会与客户进行初步接触，经初步评价后，客户的相关部门开始对公司进行供应商资
质的认证工作，经客户系统综合评定后，确认公司为其合格供应商。
（2）获取订单。大部分情况下，公司客户会根据其结构件产品采购需求在其认定的合格供应商体系内进行公开招标，
公司则根据该项产品的具体要求，通过内部评价（综合考虑工艺路线、成本测算、产能安排等等方面的因素），向客户进行
报价，参与竞标，客户会根据竞标情况通知公司是否入围并成为该项产品的供应商。入围后，公司相关人员就产品的技术指
标，持续与客户研发技术人员沟通，并提出优化建议，完成模具开发及结构件产品试生产后，向客户送样进行检测，在客户
评审合格后，由客户下达正式订单，开始批量供货。另有小部分情况下，由于客户对产品要求的特殊性，客户也会在内部考
量后指定公司作为该项产品的供应商，并直接要求公司进行相应的产品开发及报价工作，在模具与样品通过评审以及协商确
定结构件产品价格后，由客户下达正式订单。此外，作为公司销售手段的补充，公司为能更高效的开拓海外客户市场，少数
情况下，公司也会通过境外第三方的协助来获得海外客户订单。公司借助第三方对海外客户需求、技术标准及商务条件等的
了解，协助公司进行资质认证、设计与技术方案的沟通、竞标等，在公司获取产品订单并实现销售后，支付其一定的技术服
务费用。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以“技术创造优势”为发展理念，坚持“营业围着市场转、制造围着营业转、全体围着利润转”的经营方针，坚持“抓市
场、强能力、优成本”的战略思想，高度关注市场发展趋势和产品应用领域的拓展，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属点，提
升产品质量，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一方面，公司坚持“服务大客户”的经营策略，对核心客户强化从市场、营业、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品质与交付的全方位
服务，不断满足客户对产品的期望。争取扩大或保持在其的份额，从客户的成长中获取公司业务的增长。对有发展潜力的客
户，通过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的成果输出、研发与生产的快速反应机制来获得客户的信赖。
另一方面，公司充分利用在精密模具和结构件研发与制造上的积累与沉淀，以模具为本，通过注塑成形、压铸、锻造、
冲压、CNC等工艺技术，结合喷涂、真空电镀、阳极氧化等丰富多彩的表面处理手段，推陈出新、快速应变，不断提升模
具的设计开发与自动化制造能力、精密结构件的规模化生产能力，最大化满足客户对产品质量与产量的需求，使公司在业务
调整与产业升级的过渡阶段获得相对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及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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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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结构件

营业收入
1,334,541,166.31

营业利润
248,171,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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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

-16.59%

-17.83%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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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
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本报告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
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
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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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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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报告期新设全资子公司重庆汇盈、控股子公司东莞智荣和全资孙公司合荣资本。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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