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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5                           证券简称：长荣股份                           公告编号：2017-094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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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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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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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483,63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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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荣股份 股票代码 30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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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晖 王岩 

办公地址 天津市北辰经济开发区双辰中路 11 号 天津市北辰经济开发区双辰中路 11 号 

电话 022-26986268 022-26986268 

电子信箱 crgf@mkmchina.com crgf@mkmchina.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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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92,218,428.61 497,242,483.44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361,850.75 70,324,041.49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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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1,902,684.97 41,701,098.35 -23.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2,733,735.90 98,795,022.69 11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1 -9.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1 -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3.04%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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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678,541.08 3,638,684,933.85 4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34,789,083.95 2,468,578,631.07 59.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6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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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莉 境内自然人 25.02% 108,474,000 81,355,500 质押 55,780,000 

天津名轩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4% 63,900,000 47,925,000 质押 42,493,750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5.22% 22,612,048 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信智

兴 2017－234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19,342,359 19,342,359   

鹏华资产－浦发

银行－云南国际

信托－云信智兴

2017-237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19,342,359 19,342,359   

谢良玉 境内自然人 3.00% 13,020,164 0 冻结 13,020,164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惠泽定增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 9,671,180 9,671,180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7,736,944 7,736,944   

东海基金－工商

银行－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6,363,636 6,363,636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

海祥龙定增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5,351,386 5,351,3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莉女士为天津名轩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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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股东杜景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10,000 股

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 股，实际合

并持有 1,010,000 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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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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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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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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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中国印刷业工业总产值增速达到近五年来的最高值，中国印机行业工业总产值等主要指标较上年同期增长

18.97%，从环比情况来看，印机行业总产值在2017年2季度较1季度出现大幅增长，增长幅度达到24.89%。印刷行业经济走

势与全国经济走势基本相同，都出现了增速提升的势头，当前印刷行业已走出最困难的时刻，处于稳中有进、持续提升的阶

段。 

2017年公司将紧紧围绕着“尊重、合作、创新、成长”的理念，专注“匠心智造”，实现持续发展。  

1.通过创新思路、创新模式和创新产品，确保2017年总体目标的实现和公司未来的发展；  

2.继续追求品质卓越、效率卓越，推进公司绩效持续提升；  

3.努力夯实装备制造、包装印刷、云印刷和产业投资四大板块业务，作为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基础。 

公司立足于装备制造主营业务，加大新产品开发和海外市场的开拓，通过及时优化业务布局，稳步推进战略性转型升级，

平衡多领域协同发展。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2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7,336万元。  

    （一）装备业务  

在装备制造业务方面，公司不断拓展产品链和新的业务模式，已基本实现从单纯的设备供应商向综合解决方案的服务供

应商转变。在装备制造智能化方面，公司按照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方向，研发团队陆续为客户推出满足

其需要的优质的差异化产品和服务。智能印厂的第一条生产线已得到客户验收，并正式上线运行。同时智能印厂各子模块也

逐步在客户处实施，并得到有效的应用，为公司未来业务的增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在海外市场，公司继续加大海外推广的力度，同时加强与海德堡在海外业务的联合拓展，2017年1-2季度实现海外销售收

入9,8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3.44%，海外业务拓展成效显著，有效带动了公司装备业务销售的增长。 

    （二）包装印刷业务  

        报告期内，受行业优化库存，调整结构等因素，力群印务营业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均出现下滑，2017年1-2季度共实现

销售收入9,362万元，实现净利润1,603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滑48.87%和68.28%。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加大包装印刷新产

品的开发和市场的开拓，进一步提升内部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以确保包装印刷业务盈利的稳定。 

    （三）云印刷业务  

     云印刷业务经过加大市场拓展，同时随着线下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2017年上半年云印刷业务实现了较快速的增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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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根据云印刷产品“多品种、少批量”，以及客户分散等特点，逐步完善了业务运营模式的建设，即通过B2B模式，逐步向C

端客户进行拓展。2017年上半年共实现销售收入4,3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4.86%，表明了云印刷业务拓展初见成效。 

    （四）产业投资  

     2016年公司设立天津长鑫印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重点围绕公司主业，在印刷行业、高端装备制造和云

印刷行业进行产业拓展，以促进公司主业实现快速发展。2017年1-2季度长鑫基金先后收购了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6.40%的

股权、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23%的股权、青岛中科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0.48%的股权。 

    （五）其他 

     公司分别于2017 年 6 月 12 日、2017 年 6 月 28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并修订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中文名称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英文名称为“Masterwork Group Co., Ltd.”。名称的变更使得公司名称完整、正确地体现公司的业务结构的发展规划，

并突出公司集团化管理模式。公司已于2017年7月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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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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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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