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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3                           证券简称：达刚路机                           公告编号：2016-10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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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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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变更，依然为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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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11,734,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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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刚路机 股票代码 3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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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奇 王瑞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毕原三路 10 号 西安市高新区毕原三路 10 号 

传真 029-88327811 029-88327811 

电话 029-88327811 029-88327811 

电子信箱 investor@dagang.com.cn wangrui@dagang.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是以市场发展为导向、以关键核心技术为根基、专业从事公路筑养路机械设备开发设计、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和海内外工程总包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沥青加热、存储与深加工设备，

道路施工与养护专用车辆，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及液态沥青运输产品等，同时开展国内外公路工程总

包与施工业务。 

（二）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从2005年起逐步进入高速发展期，2011年到达了高峰，此后便逐波下行。公司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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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筑养路机械行业作为工程机械领域的细分行业，在2011年之前，随着整个工程机械行业的大趋势获得了

高速发展。近年来，筑养路机械行业虽没有随着工程机械行业整体下滑，但增速也明显放缓。从行业总体

环境来看，新建公路工程规模在逐年下降，而养护工程业务却在渐渐增长。 

从国家已建成公路的规模来看，未来养护市场潜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但由于目前我国在公路养护方面

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公路养护市场难以在短时间内出现爆发式增长。从国家规划来看，“十三五”将是养护

工程形成常态化的过程，这期间公路养护市场将向着养护设备智能化、一体化、节能环保等方向快速发展。 

（三）公司的行业地位 

多年来，公司在国内高端沥青路面机械行业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公司核心产品在智能化、节能环保、

可靠性等方面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占有了智能化高端市场较高的份额，符合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未来，

公司养护类新研产品就地冷再生机、粉料撒布车、薄层罩面摊铺机及综合养护车等拳头产品陆续投放市场

后，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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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226,820,713.14 330,683,610.62 -31.41% 533,873,60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652,142.86 50,414,058.55 -25.31% 63,945,00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19,073.51 40,521,982.19 -9.38% 58,079,80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17,227.51 85,908,562.60 -40.73% 963,145.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78 0.2381 -25.33% 0.3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78 0.2381 -25.33% 0.3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9% 6.40% -1.81% 8.54%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010,666,951.30 947,960,495.83 6.61% 940,667,47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8,540,440.48 807,250,400.90 3.88% 777,074,9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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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18,544.63 63,357,469.19 64,712,954.85 59,331,74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5,426.72 21,070,472.03 9,469,340.64 5,236,90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5,335.26 20,786,532.53 9,402,477.29 4,654,72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91,543.14 22,384,678.59 26,989,111.50 22,034,9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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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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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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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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鼓风机（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5% 63,414,333 63,414,333  

孙建西 境内自然人 27.35% 57,908,861 57,908,861 质押 14,000,000

李太杰 境内自然人 2.55% 5,404,611 5,264,611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 3,337,7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八组合 
其他 1.18% 2,499,905 0  

中国工商银行－

国投瑞银核心企

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0% 1,899,968 0  

交通银行－金鹰

中小盘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5% 1,803,011 0  

诺安基金－建设

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

诺安基金股票型

组合 

其他 0.82% 1,727,126 0  

诺安基金－建设

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

诺安基金公司股

票型组合 

其他 0.79% 1,681,501 0  

北京睿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睿

策专户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1,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孙建西、李太杰为夫妻关系，合计持有公司 29.90%股份，是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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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工程机械行业市场需求仍然不足，行业中一些龙头企业的经营业绩与上年度相比均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下滑；作为该领域的细分行业—筑养路机械行业，其常规产品摊铺机、压路机的销量也出现了同

比下降。面对筑路机械市场下滑而养护产品增速缓慢的市场环境，公司董事会及时调整营销策略，通过加

大市场宣传力度、拓宽营销渠道、成立新产品项目组、与高校联合成立研究中心、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提

高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等一系列措施，确保了国内设备销售业绩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由于海外工程项

目确认额同比减少，导致公司总体业绩有所下降。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682.07万元，同比下降31.41 %；实现营业利润4,311.30万元，同比

下降15.81 %；实现利润总额4,421.08万元，同比下降29.57%；实现净利润3,765.21万元，同比下降25.31 %。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确定的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开展各项工作，具体报告如下： 

（1）研发创新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市场调研分析及未来市场需求，公司对产品研发的侧重点进行了调整，以养护产品为

主，筑路产品为辅，同时不断完善已有产品系列，满足客户对于新工艺、新材料的施工要求。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的粉料撒布车（DGL5250TFS-164）、沥青路面养护车（DGL5163TYH-054）、自行式碎石撒布

车（SS6000）、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DGL5250TFC-T454）、滚筒式沥青路面养护车（DGL5093TYH-G055）

均已形成销售；薄层罩面摊铺机（DGT900）完成工地验证并进入可销售阶段；自行式道路扩宽机（DK1800）

进入可销售阶段；2015年新研发的主要产品水泥净浆洒布车、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DGL5251TFC-T385）

及沥青路面养护车（DGL5250TYH-105）均完成样机试制，预计2016年可进入销售阶段。 

公司新产品的持续推出，在不断完善产品系列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 

（2）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中国第五届国际商用车辆博览会”、“第十九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

洽谈会暨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并联合代理商在山东召开了“沥青路面养护机械产品推介会”，受邀参

加了四川省公路局主办的“水泥路面改造及沥青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培训会”、云南省公路局组织的“冷

再生技术应用座谈会”及“甘肃省公路养护新技术示范推进会”，在与行业专家和用户探讨交流国内外公

路养护前沿技术的同时，深入了解行业发展前景及市场需求状况。另外，公司开始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发

布产品视频、施工案例及新产品、新工艺信息，不断扩大公司的市场影响力。 

（3）内部控制及管理提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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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更换补选工作，优化了法人治理结构，为公司的持续快

速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同时，公司根据业务拓展需求及监管机构不断更新的法律法规，及时修订并完

善了《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会计政策》、《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

并制定了《公司资金理财管理办法》、《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等，提高了公司对经营风险的控制

水平。 

（4）生产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对生产车间进行了流程再造、工序优化及工位工作内容的重新编排分配，逐步实现了

流水化标准作业。同时，规划了无底盘和有底盘两种生产线，初步实现了“车动人不动”的生产模式；另

外，生产部根据工位需求不断创新相应的工装卡具，设计了集裁剪、布管、制作为一体的工装，实现了部

分产品喷洒气路模块化生产，并取得了有效验证，缩短了加工周期，提高了工作效率；油漆车间设计的小

件喷漆的悬挂工装，改善了工作环境，保障了职工健康。 

（5）信息化建设方面 

公司信息化系统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完善，目前已陆续投入使用。其中：CRM已全面上线并移交使用；

PDM已完成验收，全面上线；OA、HR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U8财务部分新系统将于2016年全面投入使用。

公司通过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加速推进信息化平台的全面上线运行，实现了综合管理自动化、设计研发

参数化、生产制造精益化，在规范企业管理流程、实现资源共享及对信息过程的实时监控、提高工作效率

等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6）获得的荣誉和奖励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了 “西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示范企业” 、 “西安高新区消防先

进单位”称号。公司主编的三项行业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公司智能型沥青洒

布车被评为“2014年西安市名牌产品”，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被授予“陕西省名牌产品”称号，粉料撒布

车荣获“CMIIC2015明星产品奖”，公司国际公路养护技术培训中心荣获“全国公路科普教育基地”称号，公

司获得了“西安科技企业小巨人领军企业”荣誉称号并被列入西安市科技局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培育工程计

划。此外，公司还获得陕西省装备制造业税收列支返还奖，通过了国家鼓励类产业工业企业资格复审，完

成了陕西省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及陕西省外经贸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资金项目的验收等工作。 

（7）募投项目建设方面 

2015年度，“达刚筑路机械设备总装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除办公楼因建设因地址调整暂未完成外，

其余均正常投入使用； “达刚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剩余一个国内办事处及国外三个办事处因受国内外市

场需求下降的影响暂缓执行，其余办事处均已完成设立。 

受办公楼建设地址调整影响，公司募投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相应延后到了2016年12月31

日。 

（8）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 

2015年4月，公司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办了2014年度报告说明会；6月，参加了

由陕西证监局组织的陕西地区上市公司2014年度报告集体业绩说明会。公司管理层就公司经营状况、竞争

优势、发展战略、客户群体及可持续发展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投资者来访接待管理制度》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制度》的相关要求开展投资者接待工作，以现场方式接待了5批投资者来访，为避免在调研过程中泄露

公司未公开的重要信息，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相关工作，要求来访调研人员进行登记、

签署承诺书，并及时将会议记录上报深交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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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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类 137,441,922.27 30,541,982.53 40.80% 0.85% 20.08% -1.10%

工程类 89,378,790.87 12,571,064.61 9.30% -54.02% -51.22%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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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682.07 万元，同比下降 31.41%；实际发生营业成本 16,243.67 万元，

同比下降 35.86%；实现营业利润 4,311.30 万元，同比下降 15.81%；实现利润总额 4,421.08 万元，同比下

降 29.57 %；实现净利润 3,765.21 万元，同比下降 25.31%，主要原因系斯里兰卡工程项目工程量确认额同

比减少所致；本期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6.88%，主要是由于本期研发费用及应付职工薪酬增加所致；本期投

资收益同比上涨 8,785.81%，主要是由于本期理财收益增加所致；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

期下降 40.73%，主要是由于本期保证金及定期存单解付减少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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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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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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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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西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