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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5                           证券简称：长荣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4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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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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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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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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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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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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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2-26973430 022-26973430 

电话 022-26986268 022-2698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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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近年来，我国印刷业经过“十二五”、“十三五”时期调整升级、蛰伏蓄势，迎来了增速触底攀升、质量效率提高、集约步

伐加快、创新动力增强这样一个新的发展窗口期。印刷总产值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接近10万家，规模以上印刷企业营

业收入已占国家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的8.88%，成为文化安全的重要阵地、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和国民经济的重

要产业。2018年中国印刷业总产值继续保持增长。根据行业协会统计，2018年1-12月，国内印刷设备及器材进出口总额54.61

亿美元。与2017年同期相比，增长8.9%。其中，进口额25.89亿美元，同比增长9.3%；出口额28.72亿美元，同比增长8.6%，

增幅最大的为印刷设备出口实现21.3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在出口的设备中，印后设备总出口额4.46亿美元，较去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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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长17.8%。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国印刷业出现了“进出口贸易并举、国内外融合发展”的新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包括印刷装备制造业务、高端印刷包装业务、云印刷和产业投资及金

融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与全球行业第一的德国海德堡公司签署了战略投资和战略合作意向，拟成为该公司的单一最大股东，

并将在共同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双向分销、双向供应，高端零部件和耗材市场布局，共建工业4.0标准智能制造基地

和人才培育计划以及开展融资租赁等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合作，未来将对公司的主业发展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 

装备制造为公司主业，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和外延收购，截止到目前，已经拥有七大系列七十余个型号的产品，

服务客户遍布全球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用于纸制品包装物的印刷、整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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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司开发的凹版印刷机产品实现产业化生产，成为公司装备业务新的业绩增长点，也完成了公

司制定的从印后向印中领域进军的战略部署，通过自有产品线构建烟包、社包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已实现从单纯的设备供

应商到提供行业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的转变。2018年装备业务实现收入8.20亿元，其中实现海外销售收入2.76亿元，继续

保持稳健增长。 

包装印刷业务2018年与我国产业发展速度同步，实现触底攀升态势，力群印务通过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和强化市场拓展

及售后服务等手段，进一步提升内部生产和管理效率。2018年力群印务实现销售收入3.46亿元，实现净利润1亿元。 

云印刷业务2018年完成股权转让，收购健豪印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长荣云印刷49%股权，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一方面结合我国云印刷市场实际积极探索云印刷业务新的运营模式，同时逐步完善云印刷业务内部管理模式建设，调整

了云印刷业务的管理团队。目前，正在积极加大市场开拓和业务合作等工作力度。云印刷业务受股权调整、人事调整和业务

尚处于投入阶段等因素影响，全年销售收入0.87亿元，同比下降12%。 

产业投资及金融业务方面本年公司控股子公司长荣华鑫，为公司打造综合解决方案的服务供应商这一战略布局的落实做

出贡献，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户粘度，增强了服务客户的触手。2018年，长荣华鑫

实现收入3,973万元，同比增长2%。同时在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梳理产业生态，9月14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将持有的天

津天创海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进行了转让；11月30日，公司董事会通过将公司旗下的荣彩

3D的股权进行了转让，实现了公司产业生态和布局的优化，为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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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311,142,391.

71 

1,129,765,551.

93 

1,129,765,551.

93 
16.05% 

1,151,067,350.

39 

1,145,258,042.

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5,869,552.31 148,307,502.75 148,307,502.75 -42.10% 135,648,209.06 138,482,38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678,451.58 36,802,942.95 36,802,942.95 113.78% 61,730,386.93 63,373,90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425,702.54 11,474,460.15 11,474,460.15 112.87% 272,128,942.65 183,625,41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6 0.36 -36.11% 0.40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6 0.36 -36.11% 0.40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 4.15% 4.15% -1.86% 5.64% 5.7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5,884,629,305.

25 

5,324,059,640.

48 

5,324,059,640.

48 
10.53% 

3,638,684,933.

85 

3,843,721,425.

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608,763,647.

06 

3,780,720,786.

65 

3,780,720,786.

65 
-4.55% 

2,468,578,631.

07 

2,470,081,328.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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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财

会 15 号文件”），财会 15 号文件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

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

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

他应付款”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

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

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本集团在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该文件，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集团采用

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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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919,977.16 339,942,734.82 299,101,015.24 342,178,66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376,950.76 43,140,448.44 30,389,529.73 -35,037,37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602,835.23 41,129,367.30 28,749,119.84 -36,802,87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5,894,081.63 694,837,222.72 1,504,985.10 13,977,5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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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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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莉 境内自然人 25.22% 109,324,000 81,993,000 质押 83,44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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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06,200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4.94% 21,412,0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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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3.48% 15,102,159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智兴 2017－

234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3.46% 15,015,3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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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东海基金－工

商银行－国海

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47% 6,363,636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四组合 
其他 0.89% 3,868,472 0   

东海基金－招

商银行－东海

基金－鑫龙 19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7% 3,787,8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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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77% 3,336,3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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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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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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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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印刷装备制造业务、高端印刷包装业务、云印刷和产业投资及金融业务。 

装备制造业务：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和外延收购，截止到目前，已经拥有七大系列七十余个型号的产品，服务

客户遍布全球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用于纸制品包装物的印刷、整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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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司开发的凹版印刷机产品实现产业化生产，成为公司装备业务新的业绩增长点，也完成了公司制

定的从印后向印中领域进军的战略部署，通过自有产品线构建烟包、社包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已实现从单纯的设备供应商

到提供行业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的转变。2018年装备业务实现收入8.20亿元，其中实现海外销售收入2.76亿元，继续保持

稳健增长。 

高端印刷包装业务：2018年与我国产业发展速度同步，实现触底攀升态势，力群印务通过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和强化市

场拓展及售后服务等手段，进一步提升内部生产和管理效率。2018年力群印务实现销售收入3.46亿元，实现净利润1亿元。 

云印刷业务：2018年完成股权转让，收购健豪印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长荣云印刷49%股权，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一方面结合我国云印刷市场实际积极探索云印刷业务新的运营模式，同时逐步完善云印刷业务内部管理模式建设，调整

了云印刷业务的管理团队。目前，正在积极加大市场开拓和业务合作等工作力度。受股权调整、人事调整和业务尚处于投入

阶段等因素影响，全年销售收入0.87亿元，同比下降12%。 

    产业投资及金融业务：本年公司控股子公司长荣华鑫，为公司打造综合解决方案的服务供应商这一战略布局的落实做出

贡献，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户粘度，增强了服务客户的触手。2018年，长荣华鑫实

现收入3,973万元，同比增长2%。同时在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梳理产业生态，2018年9月14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将持有

的天津天创海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进行了转让；2018年11月30日，公司董事会通过将公司

旗下的荣彩3D的股权进行了转让，实现了公司产业生态和布局的优化，为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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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设备 693,827,757.83 421,483,972.82 39.25% 23.00% 11.85% 6.05% 

印刷制品 455,376,421.24 286,621,377.80 37.06% 10.88% 0.62%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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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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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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财

会15号文件”），财会15号文件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

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

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本集团在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该文件，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集团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

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的说明： 

受影响的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合计 498,709,946.20  498,709,946.20 

其中：应收账款 405,372,479.26 -405,372,479.26  

      应收票据 79,635,764.49 -79,635,764.4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85,008,243.75 485,008,243.75 

其他应收款 11,412,484.67 2,289,217.78 13,701,702.45 

应收利息 2,289,217.78 -2,289,217.78  

负债合计 587,391,996.85  587,391,996.85 

其中：应付票据 160,426,093.82 -160,426,093.82  

      应付账款 256,026,656.99 -256,026,656.9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16,452,750.81 416,452,750.81 

其他应付款 166,781,999.60 4,157,246.44 170,939,246.04 

应付利息 4,157,246.44 -4,157,246.44  

管理费用 213,040,910.33 -43,198,027.88 169,842,882.45 

研发费用  43,198,027.88 43,198,027.88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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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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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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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年注销全资子公司长荣(上海)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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