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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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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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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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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6%，其中制造业增长7.2%，占工业增加值

比重为86.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比上年增长10.7%，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2.1%，占出口总额的58.4%。

从数据可以看出，2017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好于预期。工业新旧动能转换成效初显，工业生产超预期回升、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企业效益明显改善。 

    2017年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关键性的一年，装备制造业成为今年制造强国建设任务的主力。各种有利政策相继出台，

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平台逐步完善，实现智能制造的新兴技术迅速兴起，为制造企业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政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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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纵观行业全局，2017年中国印机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和环比普遍增长，与全国经济走势基本相同，都出现了增速提升

的势头，呈现出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的成果，中国印刷业工业总产值增速达到五年来的最高值。长荣集团得益于时代背景，

力争做行业领先者。 

    截至2017年末公司拥有25家控股公司和5家参股公司，员工总数1,866人。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0亿元，与上年基

本持平；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亿元，比上年增长7.09%。公司资产总额53亿元，净资产4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51%

和50.37%。集团整体运营资本流转加快；现金流强劲改善；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并为后续可持续增长奠定扎实基础。 

    2017年4月2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募集资金14.96亿元，投资智能化装备生产，研发和演示基地；参与设立40亿“天

创海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金”，围绕装备制造主业，布局资本市场，为今后公司发展补足后劲；完成对华鑫融资租赁的控

股；收购北京北瀛铸造85%股份并迁址静海，天津北瀛再生资源项目顺利封顶；完成了对营口激光模切的整体收购；准备与

德国马尔巴赫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天津大学长荣研究院正式挂牌运行；占地88亩的研发创新基地项目基本竣工并已完成整体

业务布局，部分功能已投入使用；328亩的示范基地项目年底前已开工打桩；158亩的绿色包装材料项目、震德二期的设计招

标也已经完成。从各个产业板块以及公司管理各方面看，亮点、进步和不足同时并存，挖潜提升的空间很大： 

    （一）装备制造业务  

    装备业务实现收入7.0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01%。一方面国内印刷市场加快复苏，需求增加，同时公司也加大了装备

业务的研发力度，开发新产品、创新营销方式；另一方面海外销售收入实现约2.27亿元，实现快速增长。 

    （二）包装印刷业务  

     包装印刷业务2017年受行业优化库存、客户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力群印务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均出现较大

幅下滑。面对市场困难，公司上下攻坚克难，加大新产品和市场的开发，提升内部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弥补了大部分缺口，

确保包装印刷业务全年的业绩水平。2017年包装印刷业务共实现销售收入3.12亿元，实现净利润7,890万元。  

    （三）云印刷业务  

    长荣健豪云印刷板块中，合版业务稳步增长，数码业务逐步完善，内部管理和品质均有提升。云印刷业务经过加大市场

拓展，并随着线下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2017年销售收入实现较快增长，达到1.05亿元，同比增长86%。公司逐步在完善云

印刷业务运营模式的建设，即通过B2B模式，逐步向C端客户拓展。 

    （四）投资及金融业务  

    公司注重加快产融协同发展，加强专业团队建设，强化风险意识管控，产业布局多点发力，为下一步发展带来新亮点。

长鑫基金重点围绕公司主业，在印刷行业、高端装备制造和云印刷行业进行产业拓展，并积极布局环保和新能源技术产业，

以促进公司实现快速发展，本年长鑫基金围绕主业共投资了虎彩印艺、中科华联和青岛华世洁等项目。长荣华鑫2017年签约

总量提升明显，存量资产相对安全，风险总体可控。2017年长荣华鑫实现收入3,891万元，比去年同比增长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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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129,765,551.

93 

1,151,067,350.

39 

1,145,258,042.

85 
-1.35% 

1,111,128,597.

20 

1,084,667,684.

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8,307,502.75 135,648,209.06 138,482,381.45 7.09% 164,770,874.54 163,506,87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802,942.95 61,730,386.93 63,373,900.74 -41.93% 139,698,904.60 138,050,04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474,460.15 272,128,942.65 183,625,410.99 -93.75% 9,759,035.49 -25,968,41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0 0.41 -12.20% 0.58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0 0.41 -12.20% 0.58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 5.64% 5.76% -1.61% 7.24% 7.1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2015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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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5,324,059,640.

48 

3,638,684,933.

85 

3,843,721,425.

84 
38.51% 

3,674,807,009.

73 

3,723,665,617.

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80,720,786.

65 

2,468,578,631.

07 

2,470,081,328.

83 
53.06% 

2,336,507,559.

24 

2,335,176,08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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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606,236.57 254,612,192.04 319,265,266.43 318,281,85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13,392.78 32,048,457.97 47,092,748.46 27,852,90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63,048.71 21,939,636.26 36,695,124.24 -31,794,86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0,890.86 215,254,626.76 5,795,700.92 -207,054,9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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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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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2% 108,474,000 81,355,500 质押 83,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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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0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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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2.23% 9,671,180 9,67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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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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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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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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6%，其中制造业增长7.2%，占工业增加值

比重为86.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比上年增长10.7%，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2.1%，占出口总额的58.4%。

从数据可以看出，2017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好于预期。工业新旧动能转换成效初显，工业生产超预期回升、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企业效益明显改善。 

    2017年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关键性的一年，装备制造业成为今年制造强国建设任务的主力。各种有利政策相继出台，

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平台逐步完善，实现智能制造的新兴技术迅速兴起，为制造企业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政策保

障。纵观行业全局，2017年中国印机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和环比普遍增长，与全国经济走势基本相同，都出现了增速提升

的势头，呈现出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的成果，中国印刷业工业总产值增速达到五年来的最高值。长荣集团得益于时代背景，

力争做行业领先者。 

    截至2017年末公司拥有25家控股公司和5家参股公司，员工总数1,866人。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0亿元，与上年基

本持平；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亿元，比上年增长7.09%。公司资产总额53亿元，净资产3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51%

和53.06%。集团整体运营资本流转加快；现金流强劲改善；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并为后续可持续增长奠定扎实基础。 

    2017年4月2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募集资金14.96亿元，投资智能化装备生产，研发和演示基地；参与设立40亿“天

创海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金”，围绕装备制造主业，布局资本市场，为今后公司发展补足后劲；完成对华鑫融资租赁的控

股；收购北京北瀛铸造85%股份并迁址静海，天津北瀛再生资源项目顺利封顶；完成了对营口激光模切的整体收购；准备与

德国马尔巴赫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天津大学长荣研究院正式挂牌运行；占地88亩的研发创新基地项目基本竣工并已完成整体

业务布局，部分功能已投入使用；328亩的示范基地项目年底前已开工打桩；158亩的绿色包装材料项目、震德二期的设计招

标也已经完成。从各个产业板块以及公司管理各方面看，亮点、进步和不足同时并存，挖潜提升的空间很大： 

    （一）装备制造业务  

    装备业务实现收入7.0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01%。一方面国内印刷市场加快复苏，需求增加，同时公司也加大了装备

业务的研发力度，开发新产品、创新营销方式；另一方面海外销售收入实现约2.27亿元，实现快速增长。 

    （二）包装印刷业务  

     包装印刷业务2017年受行业优化库存、客户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力群印务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均出现较大

幅下滑。面对市场困难，公司上下攻坚克难，加大新产品和市场的开发，提升内部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弥补了大部分缺口，

确保包装印刷业务全年的业绩水平。2017年包装印刷业务共实现销售收入3.12亿元，实现净利润7,890万元。  

    （三）云印刷业务  

    长荣健豪云印刷板块中，合版业务稳步增长，数码业务逐步完善，内部管理和品质均有提升。云印刷业务经过加大市场

拓展，并随着线下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2017年销售收入实现较快增长，达到1.05亿元，同比增长86%。公司逐步在完善云

印刷业务运营模式的建设，即通过B2B模式，逐步向C端客户拓展。 

    （四）投资及金融业务  

    公司注重加快产融协同发展，加强专业团队建设，强化风险意识管控，产业布局多点发力，为下一步发展带来新亮点。

长鑫基金重点围绕公司主业，在印刷行业、高端装备制造和云印刷行业进行产业拓展，并积极布局环保和新能源技术产业，

以促进公司实现快速发展，本年长鑫基金围绕主业共投资了虎彩印艺、中科华联和青岛华世洁等项目。长荣华鑫2017年签约

总量提升明显，存量资产相对安全，风险总体可控。2017年长荣华鑫实现收入3,890万元，比去年同比增长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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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088,650.76 32,042,882.83 33.20% 0.92% -65.62% 2.49% 

印刷制品 410,680,441.63 48,917,770.49 30.64% -15.68% -54.53%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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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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自2017年6

月12日起实施。本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

补助根据准则进行调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

益，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营业外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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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存在的计入递延收益的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其他收益，对2017年1月1

日之后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处理。 

上述调整事项为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及其他收益间重分类调整，未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财会[2017]13号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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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实施。本公司对于该准则实施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 

 

3．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财会[2017]30号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本公司在

2017年度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原在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列报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益，改为在资产处置收益中列报，并相应追溯重述了2016年度利润表。 

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之前，本公司将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将非

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之后，本公司将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益计入资产处置收益，本公司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该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上述调整事项为利润表中处置固定资产损益在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与资产处置收益间重分类调整，未对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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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北京北瀛铸造有限责任公司、长荣（营口）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两家二级子公司，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一家二级子公司，因新设增加天津长

荣绿色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一家三级子公司，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天津北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一家三级子公司；本年因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减少天津台荣精密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公司一家二级子公司，因注

销减少天津长荣东江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二级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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