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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5                               证券简称：长荣股份                           公告编号：2020-179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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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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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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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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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65,922,621.40 570,506,236.66 610,757,282.36 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477,834.47 37,038,545.18 36,239,504.66 3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019,693.76 19,157,219.00 17,781,518.08 2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702,402.10 78,312,794.76 114,465,932.71 -3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9 0.09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9 0.09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1.03% 1.01%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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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9,804,141.06 6,176,884,555.49 6,868,932,567.39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49,238,871.20 3,600,446,662.71 3,398,291,506.92 1.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根据文件规定，本集团执行新收入准

则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方法初始确定为成本计量模式，为了更加客观

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进行会计政策变

更，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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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75,497 

天津名轩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6% 58,78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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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渺淼 境内自然人 1.19% 5,158,600    

张敬兵 境内自然人 1.03% 4,46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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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 4,02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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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 3,835,562    

杜景葱 境内自然人 0.74% 3,200,100    

梁润权 境内自然人 0.50% 2,16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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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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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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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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1,400 股，实际合并持有 58,781,400 股。公司股东张敬兵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13,000 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49,900

股，实际合并持有 4,462,900 股。公司股东梁润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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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9,400 股，实际合并持有 2,16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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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印刷装备为主导，拓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多轴协同，成为中国第一、全球一流的印刷产业生态

圈的引领者和综合服务商”的企业发展战略，继续专注于产业化、智能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积极克服疫情影响，自2月初

组织有序复工复产，严格控制成本，整体业务未发生重大影响。新增加的口罩设备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出口至土

耳其、韩国、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报告期内，受疫情等客观因素影响，公司决定对部分潜亏资产和亏损业务进行资产置换，

公司与海德堡的战略合作不受影响。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营业收入6.6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47.78万

元。公司海外销售业务实现收入16,007万元，同比增长14.85%。 

其中，新设子公司长荣健康业绩发展良好，产能日趋稳定。截至2020年6月30日，长荣健康实现业务收入7,711万元，利润3,029

万元。 

同时，公司以产融结合为方向的产业投资和金融业务发展良好。公司控股子公司长荣华鑫持续推进与海德堡的战略合作工作

的落实，受到行业客户青睐，为长荣华鑫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助力。报告期内，长荣华鑫实现收入3,833万元，同比增长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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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根据文件规定，本集团执行新收入准则

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对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法转公允价值法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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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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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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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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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长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长德科

技有限公司、天津名轩智慧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二十四家二级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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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增加天津长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天津

长德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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