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95                           证券简称：长荣股份                           公告编号：2019-090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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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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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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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70,506,236.66 669,862,711.98 669,862,711.98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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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38,545.18 90,517,399.20 89,053,206.05 -5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9,157,219.00 86,732,202.53 85,268,777.15 -77.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312,794.76 8,943,141.09 8,943,141.09 77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1 0.21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1 0.21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2.37% 2.33% -1.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176,884,555.49 5,440,191,248.35 5,909,669,301.80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00,446,662.71 3,747,396,458.54 3,632,331,539.69 -0.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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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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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17,14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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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14,91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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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14,08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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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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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炯涛 境内自然人 0.36% 1,561,337    

杜景葱 境内自然人 0.35% 1,520,000    

华章天地传媒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1,32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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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公司股东天津名轩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7,925,000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975,000 股，实际合并持有 63,900,000 股。公司股东黄炯涛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61,337 股，实际合并持有 1,561,337 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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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杜景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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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股，实际合并持有 1,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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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面对形势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印刷包装行业的挑战与机遇，公司完成了对德国海德堡的战略投资，成为海

德堡的单一最大股东，在此基础上，持续聚焦核心主业发展，通过研发创新和在研产品的有序推进，提升未来应对消费升级、

品质升级的核心竞争能力建设。通过进一步强化自主核心可控为目标的创新研发为源动力的同时，通过组织变革与管理优化，

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产业化、智能化、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实现了主业引领，多轴协同的战略目

标，继续保持在中国高端包装整饰增效设备领域的领先优势。 

战略投资海德堡项目完成：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德国海德堡的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双方于4月8

日在广东召开的2019 PRINT CHINA展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双方本次交易及未来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等向行业及社会

进行深度解析。未来，双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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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主营业务有序推进： 

1、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和外延收购，截止到目前，已经拥有七大系列九十余个型号的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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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等。在印刷高端装备制造业务方面，公司持续发挥创新研发引领

作用，上半年完成5款新产品的研发和上市任务，继续不断拓展产品链和新的业务模式，上半年新上市的应用于瓦楞纸的模

切机设备，为公司增加了新的业务领域，继续通过自有产品线丰富烟包、社包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

平，坚定不移地向着提供行业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这一身份定位不断迈进，取得了初步成效。2019年上半年，印刷高

端装备业务实现收入约41,165万元，其中实现海外销售收入约13,937万元，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主业引领的作用愈发凸

显。 

2、高端印刷包装业务： 

2019年上半年，力群印务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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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力群印务实现销售收入约10,193万元，实现净利润约2,208万元，继续为公司业绩贡献力量。 

3、云印刷业务： 

云印刷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后，继续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市场需求的云印刷业务的新的运营模式，同时逐步完善云印刷业务内

部管理模式建设，加大市场开拓和业务合作等工作力度，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等。上半年，受业务调整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销售收入约2,591万元。 

4、产业投资及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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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继续增持控股子公司长荣华鑫的股份，2019年7月份完成了收购长荣华鑫23.33%股权事项，进一步为企业提升

业绩奠定了基础，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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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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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长荣华鑫实现收入约3,1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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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一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该通知要求，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按照该文件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依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财会〔2019〕6号通知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二 

2017 年 3月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本集团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财政部财会〔2019〕6号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

行调整： 

1、资产负债表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3）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等。 

2、利润表 

（1）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将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4）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

填列。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

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

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列示，不会对当期及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

利润产生影响。 

（二）新金融工具变更的内容：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

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

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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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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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长荣股份（香港）有限公司、天津长荣震德机械有限公司、天津绿动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天津荣彩科技有限公司、MASTERWORK JAPAN Co., Ltd、成都长荣印刷设备有限公司、MASTERWORK USA INC、

天津长荣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长荣控股有限公司、天津长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力群印务有限公司、天津长荣

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欧福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伯奈尔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天津长鑫印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北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北京北瀛铸造有限责任公司”）、长荣（营口）

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桂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鸿华视像（天津）科技有限公司、Masterwork Machinery S.à r.l.等二十一

家二级子公司，天津荣联汇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Masterwork Machinery GmbH、天津长荣绿色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天津北

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四家三级子公司以及MASTERWORK CORP S. R. O.一家四级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收购

增加天津桂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鸿华视像（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二家二级子公司，新设Masterwork Machinery S.à r.l.一家

二级子公司，转让天津荣彩3D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二级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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