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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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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始终秉承“诚信有恒、品质有恒、创新有恒、服务有恒”的企业精神，推动“印刷高端智能装备”与“工业互联”的融合发展，

构建从智能装备到“智慧印厂”再到生产“智慧包装”的智能化发展通路，致力于为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利用自主可控的创

新技术优势、发挥自身高端装备精益制造能力，通过沿产业链的布局，以及国际合作渠道和领域的不断拓宽，构建以印刷包

装为核心的生态圈，持续保持产业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的领先优势与自主核心可控的技术创新发展源动力。 

1、公司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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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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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全球行业第一的德国海德堡的战略投资，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长李莉女士当选为该公司近

170年历史上的唯一一位非欧洲籍股东监事。2019年内，公司与海德堡不断强化合作，就战略合作协议内的分项内容进行有

效沟通并推动落实，包括金融板块合作在内的部分项目已进入实质性阶段。本次战略投资项目，不仅创造了中国民营企业海
外并购的成功案例，同时，公司通过对海德堡战略投资和深度战略合作，实现了投资与市场的战略协同，将为公司带来良好

的远期投资回报，以及巨大的品牌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公司战略稳步推进，实现愿景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双方战略合
作的稳步推进，预计将为两家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动能。 

（1）以智能化为方向的印刷高端装备制造是公司核心主业。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和外延收购等方式，持续丰富产

品线和产品组合。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拥有七大系列九十余款产品，并据此构建了面向烟草包装、社会包装、有价证券等行

业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客户遍布全球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期内，公司开发的凹版印刷机产品供销两旺，丰富的可选

功能、组件和符合国内客户习惯的操作系统，组成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多元化产品形态，为公司创造利润贡献了力量；公司
专门针对中幅瓦楞纸市场开发的新机型——有悦•MK1300CS清废模切机以更小的占地空间、更低的能耗消耗、更广的产品

适用性，获得了社包市场高端客户的青睐。2019年母公司实现收入7.92亿元。 

（2）海外市场作为公司发力的重点市场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公司持续推进国际化战略，在报告期内取得了良好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业务实现了稳步增长。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实现海外销售收入2.89亿元，同比增幅4.57%。其中，
新机型Diana Go、Powermatrix 1060CSB进行深入推广, Promatrix 145CSB成功进入德国市场，德国研发中心和斯洛伐克工厂

业务继续增长并开始盈利。未来，海外市场的开拓将成为公司发展的重点之一。 

（3）工业互联的超前布局产生积极影响。公司旗下二级子公司天津荣彩科技有限公司和三级子公司天津荣联汇智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工业互联板块的主要承担单位，负责推动该业务稳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在工业互联方面的布局也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参与建设并成功完成了“一本书印刷智能制造生产线”，引导印刷行业智能化发展。公司与荣联汇智
正式中标2019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包装行业应用服务平台）项目，该项目将面向

全国建设应用于包装行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并通过实际应用，解决行业痛点问题。公司联合战略合作伙伴，共

同打造“荣链”。利用区块链等先进技术赋能行业发展，为智慧包装提供底层技术支持。在国际合作层面，还将继续推进与国

际巨头海德堡的战略合作，在双方数据共享，推进双方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4）产业投资及金融业务方面发展态势良好。公司控股子公司长荣华鑫，2019年内完成了股权转让，更高的控股比例为公
司业绩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报告期内，长荣华鑫实现营业收入7,221万元，净利润1,728万元，资产总额超10.26亿元。同时，

借势公司与德国海德堡战略合作的有利契机，率先与海德堡签署了相关协议，“海德堡1号”融资租赁产品成功推出，并将为
未来作为海德堡全新商业模式的推广提供合作范本。 

包装印刷业务和云印刷业务受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影响，业绩出现下滑。报告期内，力群印务实现销售收入2.85亿元，净利

润4,820万元；预计2020年度，力群印务业绩将受产品未中标事项及搬迁等产生持续影响，未来搬迁完成后并开发新的市场

客户将对公司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云印刷持续调整经营模式和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以应对商务印刷市场增长乏力的客观

影响，全年销售收入5,325万元。 

2、行业发展信息 

公司所处行业为印刷专用设备制造业，区别于其他通用设备制造行业企业，公司重点服务印刷包装行业，并为其提供专用设

备及服务，主要用于纸制品包装物的印刷、整饰和增效。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国内印刷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

营业收入6649.40亿元（同比增长1.6%），实现利润437.6亿元（同比增长4.3%）。同时，印刷行业对比国内制造业的其他行

业来看，2019年国内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为3.7%，利润同比下降5.2%，同期营业收入利润率5.56%。尽管

印刷行业营业收入增长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但在利润增长和营业利润率方面均好于国内制造业的平均水平。 

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大型印刷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规模以上印刷企业的平均水平和印刷行业总体增

长速度。就目前已经披露的19家国内印刷上市公司的业绩来看，2019年这些企业的年营业收入平均值达26亿元（同比增长速

度平均值为16%），其年利润总额平均值3亿元（同比增长速度平均值38%）。印刷行业整体呈现出了行业生产集中度提升，

存量市场整合加剧等特点。 

与之对应的是国际市场发展态势依旧良好。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印刷装备、器材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56.59亿美

元（同比增长4.0%），其中，出口3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1.1%。2019年国内印刷装备、器材进出口贸易顺差8.23亿美元，

同比增长111.0%。 

2020年，受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影响，尽管各国政府都努力在控制疫情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但经济受挫已经是不

争的事实。为了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政府宏观政策的调控力度将
会加大。在如此复杂严峻的运营环境中，印刷行业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呈现出向智能制造、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升级的总体态

势。其中，作为关系到产业链效率的智能制造系统工程，在疫情期间的复工复产过程中，受制于“用工荒”等客观实际，行业

再次被激发了以“机器替代人”为标志的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热情。目前印刷行业的智能制造侧重于企业内部的数字化改造，
通过将企业生产自动化与企业管理数字化进行整合，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同时，可预见到的是，受疫情影响，依托数字化网

络技术手段改变与客户的沟通方式、产品的呈现形式和交付模式，大概率将加速印刷市场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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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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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292,211,370.

36 

1,311,142,391.

71 

1,312,295,639.

07 
-1.53% 

1,129,765,551.

93 

1,129,765,551.

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02,490,788.7
9 

85,869,552.31 83,537,547.20 -940.93% 148,307,502.75 148,307,50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3,187,309.9
1 

78,678,451.58 76,324,897.29 -1,086.82% 36,802,942.95 36,802,942.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071,494.57 24,425,702.54 24,301,836.19 89.58% 11,474,460.15 11,474,460.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21 0.23 0.22 -1,104.55% 0.36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21 0.23 0.22 -1,104.55% 0.36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4% 2.29% 2.29% -24.33% 4.15% 4.1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5,248,850,304.

15 
5,884,629,305.

25 
5,909,591,771.

00 
-11.18% 

5,324,059,640.
48 

5,324,059,640.
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01,278,968.
70 

3,608,763,647.
06 

3,632,254,008.
89 

-22.88% 
3,780,720,786.

65 
3,780,720,786.

6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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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

会 6 号文件”）。2019 年 9 月 19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

称“财会 16 号文件）。本集团按照财政部财会 16 号文件以及财会 6 号文件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财会 16 号文件以及财会

6 号文件对资产负债表进行了修订，根据文件规定，本集团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重述。

2.2017 年，财政部修订并颁布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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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本集团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合并财务报表进

行了调整。

3.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相关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

4.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

组》（财会[2019]9 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3,841,936.20 326,664,300.46 285,372,175.61 436,332,95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59,601.03 13,478,944.15 14,096,190.43 -753,625,52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45,001.58 10,212,217.42 16,493,430.30 -788,837,95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6,376.57 75,096,418.19 1,243,982.73 -33,485,2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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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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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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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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5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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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49,900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3.96% 17,147,6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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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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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6,39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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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6,245,694 0   

四川金舵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1% 5,690,000 0   

张敬兵 境内自然人 0.76% 3,304,000 0   

华泰柏瑞基金

－民生银行－
华泰柏瑞价值

精选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8% 2,100,000 0   

杜景葱 境内自然人 0.41% 1,76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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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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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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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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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和外延收购等方式，持续丰富产品线和产品组合。截至目前，公司已

经拥有七大系列九十余款产品，并据此构建了面向烟草包装、社会包装、有价证券等行业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客户遍布全
球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母公司实现收入7.92亿元。 

高端印刷包装业务：包装印刷业务受产业发展影响，业绩出现下滑。预计2020年度，力群印务业绩将受产品未中标事项及搬
迁等产生持续影响，未来搬迁完成后并开发新的市场客户将对公司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云印刷业务：云印刷业务将继续谋求转型，积极寻求对外合作，探索各类合作新模式，应对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以应对商务
印刷市场增长乏力的客观影响。 

产业投资及金融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长荣华鑫，2019年内完成了股权转让，更高的控股比例为公司业绩提升奠定了坚实基

础。同时，借势公司与德国海德堡战略合作的有利契机，率先与海德堡签署了相关协议，“海德堡1号”融资租赁产品成功推
出，并将为未来作为海德堡全新商业模式的推广提供合作范本。公司参与的长鑫基金，2019年度完成了新项目投资和既有项

目的成功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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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346,463.13 283,767,641.19 35.24% 15.88% 3.76%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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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制品 331,473,972.01 93,962,525.96 28.35% -27.21% -44.32%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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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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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6号文件”）。

2019年9月19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
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财会16号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详见说明1 

2017年，财政部修订并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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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项金融工具

相关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

月1日起执行。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批准。 

详见说明2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十二次会议批准。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财务报表不产生

重大影响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十二次会议批准。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财务报表不产生

重大影响 

说明1：本集团按照财政部财会16号文件以及财会6号文件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财会16号文件以及财会6号文件对资

产负债表进行了修订，根据文件规定，本集团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重述。比较期间合并财务报表受影响的项目及金额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合计 444,796,087.08  444,796,087.08 

其中：应收账款  414,088,612.22 414,088,612.22 

      应收票据  30,707,474.86 30,707,4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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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44,796,087.08 -444,796,087.08  

负债合计 627,571,409.77  627,571,409.77 

其中：应付票据  369,983,510.79 369,983,510.79 

      应付账款  257,587,898.98 257,587,898.9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27,571,409.77 -627,571,409.77  

母公司财务报表受影响的项目及金额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合计 261,337,593.04  261,337,593.04 

其中：应收账款  242,105,836.93 242,105,836.93 

      应收票据  19,231,756.11 19,231,756.1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61,337,593.04 -261,337,593.04  

负债合计 389,074,691.08  389,074,691.08 

其中：应付票据  190,000,000.00 190,000,000.00 

      应付账款  199,074,691.08 199,074,691.0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89,074,691.08 -389,074,691.08  

说明2：本集团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合计     0   1            0   1       

其中：货币资金  212,333.33 212,333.33 

应收票据 30,707,474.86 -30,707,474.86  

应收款项融资  30,707,474.86 30,707,474.8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2,500,386.72 -132,500,386.72  

交易性金融资产  712,303,947.33 712,303,947.33 

其他流动资产 620,000,000.00 -620,000,000.00  

应收利息 1,880,280.66 -1,880,280.6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1,864,386.72 41,864,386.72 

负债合计 1,013,532,284.53  1,013,532,284.53 

短期借款 782,344,000.00 3,884,341.52 786,228,341.52 

长期借款 226,837,247.45 466,695.56 227,303,943.01 

应付利息 4,351,037.08 -4,351,037.08  

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合计  3  3   331       3  3   331     

其中：应收票据 19,231,756.11 -19,231,756.11  

应收款项融资  19,231,756.11 19,231,756.1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999,999.81 -14,999,999.81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126,575.34 200,126,575.34 

其他流动资产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应收利息 126,575.34 -126,575.3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4,999,999.81 14,999,999.81 

负债合计 520,762,198.61  520,762,198.61 

其中：短期借款 520,000,000.00 762,198.61 520,762,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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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762,198.61 -762,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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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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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WORK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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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翠阳阳
商贸有限公司五家三级子公司以及MASTERWORK CORP S. R. O.一家四级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增加鸿华视像（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子公司，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天津桂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一家子公司，
因新设增加Masterwork Machinery S.à r.l一家子公司，因转让股份减少天津荣彩3D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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