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03                    证券简称：达刚路机                   公告编号：2016-29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

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孙建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永生声明：保证本半年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刚路机 股票代码 30010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韦尔奇 王瑞 

电话 029-88327811 029-88327811 

传真 029-88327811 029-88327811 

电子信箱 investor@dagang.com.cn wangrui@dagang.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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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10,215,854.02 102,776,013.82 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671,204.27 22,945,898.75 -3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4,146,689.05 22,661,867.79 -3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422,312.19 1,893,135.45 661.8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681 0.0089 665.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3 0.1084 -36.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3 0.1084 -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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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 2.82% 下降 1.07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68% 2.79% 下降 1.1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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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360,110.88 1,010,666,951.30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842,957,258.52 838,540,440.48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3.9812 3.9603 0.53%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5,266.81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52,590.00 政府补助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0,780.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92,561.51  

合计 524,515.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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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鼓风机（集团） 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5% 63,414,333 63,414,333   

孙建西 境内自然人 27.35% 57,909,861 57,909,611 质押 14,000,000 

湖南富兴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 6,062,780 0   

李太杰 境内自然人 2.55% 5,404,611 5,264,61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8% 3,337,7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

组合 
其他 1.43% 3,032,293 0   

中银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中银基金公司

混合型组合 

其他 1.39% 2,950,331 0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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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2,020,154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

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920,324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银宏观策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8% 806,4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孙建西、李太杰为夫妻关系，合计持有公司 29.90%股份，是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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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6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021.59万元，同比上升7.24%；实现营业利润1,732.41万元，

同比下降29.62%；实现利润总额1,794.12万元，同比下降28.09%；实现净利润1,467.12万元，同比下降36.06%。

公司经营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报告期内设备销售收入规模及汇兑收益同比减少，而销售费用同比增

加所致。 

    面对行业市场持续低迷的外部环境，公司根据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及“十三五”公路养护发展纲要等

产业政策调整业务发展规划。报告期内，管理层多次赴非洲、中亚及东南亚等沿线国家考察、推广业务，

为公司未来海外设备销售及工程项目承接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公司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加大市场宣

传力度、拓宽营销渠道、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等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核心业务的平稳发展。 

（1）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研发工作按年度计划顺利实施。新产品水泥净浆洒布车完成工地确认，进入优化

设计阶段；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DGL5251TFC-T385）完成样机试制，进入可销售阶段；沥青路面养护车

（DGL5250TYH-105）完成场内验证，进入工地确认阶段；在产品完善提升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

场需求及客户反馈情况对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沥青洒布车、稀浆封层车、路面就地冷再生机、薄层罩面

摊铺机、路面养护车及粉料撒布车等产品进行了持续改进，并对沥青洒布车、沥青改性设备、沥青乳化设

备进行了系列化设计提升。 

（2）着力提升产品可靠性和服务水平 

报告期内，为不断提升产品的可靠性，公司生产车间新增了部分自动化生产设备，改善了制造工艺，

保障了设备运行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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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客户差异化服务及对设备维修及时性的需求，公司在部分设备上安装了远程诊断系统并初显成

效，公司通过系统反馈的信息实时了解设备的运行情况，当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通过远程诊断系统及时分

析处理问题，既降低了服务成本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3）加大国内外市场宣传，稳固新老产品市场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在江苏、新疆等地召开了多场“沥青路面筑养护技术交流峰会”，重点针对沥青碎石层

铺技术、开普封层技术、就地冷再生技术与目标客户进行了深度交流，并根据当地特性与参会嘉宾就适合

的道路养护技术、材料、设备、施工工艺及工法进行了充分沟通，了解和掌握不同类别客户的实际需求，

为后续产品开发和成套技术服务奠定了基础。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还完成了以下工作： 

1）取得了由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换发的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增加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号，有效期延长至2021年； 

2）完成新版“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的换发工作； 

3）取得陕西省“省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二级证书； 

     4）获得西安市高新区安监局“安全标准化企业”达标专项奖励。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分产品或服务 

分行业       

工业类 65,805,934.99 40,245,402.18 38.84% -11.85% -10.85% 下降 0.69 个百分点 

工程类 41,164,890.42 36,891,932.62 10.38% 64.61% 67.49% 下降 1.54 个百分点 

合计 106,970,825.41 77,137,334.80 27.89% 7.33% 14.84% 下降 4.71 个百分点 

分产品       

车载类 61,374,162.24 38,312,393.98 37.58% -15.28% -13.21% 下降 1.49 个百分点 

非车载类 4,431,772.75 1,933,008.20 56.38% 100.13% 93.10% 上升 1.59 个百分点 

工程类 41,164,890.42 36,891,932.62 10.38% 64.61% 67.49% 下降 1.54 个百分点 

合计 106,970,825.41 77,137,334.80 27.89% 7.33% 14.84% 下降 4.71 个百分点 

分地区       

国内销售 59,992,991.40 37,704,324.65 37.15% -13.57% -12.11% 下降 1.05 个百分点 

出口销售 46,977,834.01 39,433,010.15 16.06% 55.30% 62.49% 下降 3.71 个百分点 

合计 106,970,825.41 77,137,334.80 27.89% 7.33% 14.84% 下降 4.7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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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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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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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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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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西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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