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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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23,387,35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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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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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69,862,711.98

492,218,428.61

36.09%

90,517,399.20

73,361,850.75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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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6,732,202.53

31,902,684.97

171.86%

8,943,141.09

212,733,735.90

-9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1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7%

2.26%

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5,440,191,248.35

5,324,059,640.48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47,396,458.54

3,780,720,786.65

-0.88%

备注：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433,483,630 股，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 10,096,274 股，成交总金额为 115,113,619.61 元人民币（不含手续费），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为 423,387,356 股，基本每股
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按照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计算。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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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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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2%

109,324,000

81,993,000 质押

83,450,000

14.74%

63,900,000

47,925,000 质押

46,406,200

4.94%

21,412,048

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信智
其他
兴 2017－234 号
单一资金信托

4.46%

19,342,359

0

鹏华资产－浦发
银行－云南国际
信托－云信智兴 其他
2017-237 号单一
资金信托

4.46%

19,342,359

0

谢良玉

3.00%

13,020,164

0 冻结

东海基金－工商
银行－国海证券 其他
股份有限公司

1.47%

6,363,636

0

全国社保基金五
其他
零四组合

0.89%

3,868,472

0

东海基金－招商
银行－东海基金
其他
－鑫龙 19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0.87%

3,787,879

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其他
32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0.77%

3,359,095

0

天津名轩投资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3,020,164

2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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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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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较一季度放缓
0.1个百分点，较去年全年加快0.1个百分点，生产增速处于合理区间。在国内外相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中国经
济发展走势缓中趋稳、稳中向好，逐步稳定在中高速增长的水平。其中，印刷产业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
推进，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产能利用率提高，工业结构继续优化，未来也将呈现出
运行平稳、稳中有优的特点。
长荣股份得益于时代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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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战略，取得了较好的成果。2018年上半年，公司对天
津长荣健豪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并变更公司名为“天津长荣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为表示对公司未来
发展的信心，同时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用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截至2018年6
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累计 10,096,2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291%，支付的总金额
115,113,619.61元（不含交易费用）。
从各个产业板块以及公司管理各方面看，公司整体业务的进步和不足同时并存，挖潜提升的空间大：
1. 印刷装备制造业务
装备业务实现收入4.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66%。一方面国内印刷市场加快复苏，需求增加；同时，
公司持续加大装备业务的研发力度，开发新产品、创新营销方式，使得2018年上半年国内装备销售收入达到3.6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31%；在海外市场，公司继续加大海外推广力度，加强与海德堡在海外业务的联合拓
展，海外销售收入实现约1.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7.49%。海外业务拓展成效显著，有效带动了公司装备
业务销售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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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端印刷包装业务
包装印刷业务的行业不利影响因素在去年已得到释放，公司加大新产品和市场的开发力度，业绩得到迅速
恢复。子公司深圳市力群印务有限公司上半年销售收入及利润较去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实现销售收入1.44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3.99%。
3. 云印刷业务
受高端化、定制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影响，云印刷市场快速增长。长荣云印刷业务拥有平台技术、合版
技术和个性化定制技术三大核心技术竞争力，配套领先的全流程管理ERP系统，能够实现前台销售、生产制造
和后台支持三个模块的系统化和自动化，保证公司内部管理和品质的大幅提升。经过四年深耕沉淀，云印刷O2O
销售体系积攒了丰富的用户资源，市场前景十分广阔。2018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实现较快增长，达到0.52亿元，
同比增长20.11%。
4. 产业投资及金融业务
公司加快产融协同发展，加强专业团队建设，强化风险意识管控，布局产业多点发力，为下一次快速发展带
来新亮点。长鑫基金重点围绕公司主业，在印刷行业、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和云印刷行业进行产业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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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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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荣华鑫的融资租赁业务，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装备业务的扩张速度，使公司从单一
为客户提供产品服务，转变为在为客户提供产品服务的同时，也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提升了客户的粘度。长
荣华鑫2018年上半年签约总量提升明显，存量资产相对安全，风险总体可控，实现收入2,193万元，比去年同比
增长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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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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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荣彩3D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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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长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
二十家二级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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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因注销减少长荣(上海)印刷设备有限公司一家二级子公司，新设天津长荣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一家二级子公司。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