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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3                           证券简称：达刚路机                            公告编号：2014-55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

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半年报无异议。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孙建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永生声明：保证本半年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刚路机 股票代码 3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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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9-88327811 029-88327811 

传真 029-88327811 029-8832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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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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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21,405,241.42 246,920,979.62 -1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964,309.37 36,576,816.26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0,586,339.36 36,378,043.00 -1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919,308.09 -11,503,601.04 568.7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2547 -0.0543 569.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7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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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7 -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6% 4.97% -1.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91% 4.94% -1.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46,930,295.76 940,667,473.42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786,865,844.97 777,074,935.60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3.7163 3.6701 1.26%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3,229.95 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5,900.00 收到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0.55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700.59  

合计 377,970.0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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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股） 

孙建西 境内自然人 35.13% 74,388,695 55,791,521 质押 26,000,000

李太杰 境内自然人 24.65% 52,189,110 0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4,766,000 0  

李飞宇 境内自然人 1.24% 2,618,000 0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银驰 15 号证券

投资资金信托 
其他 0.41% 870,021 0  

郭淑香 境内自然人 0.39% 831,023 0  

张捷 境内自然人 0.31% 652,6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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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长盛同智

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0% 628,450 0  

四川和雅基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9% 615,248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时节好雨 11 号

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29% 60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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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8%股份，是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太杰、李飞宇为父女关系；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与孙建西、李太杰、李飞宇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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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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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4年上半年，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延续了上年度整体低迷的态势。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

拓市场，保持了设备销售业务的基本平稳，但由于海外工程项目确认额减少幅度较大，导致总体业绩同比

出现了下降。 
2014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140.52万元，同比下降10.33%；实现营业利润3,748.79万元，

同比下降17.31%；实现利润总额3,793.26万元，同比下降16.76 %；实现净利润3,096.43万元，同比下降

15.3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不断调整营销策略、优化制造流程、继续加大了对

养护类设备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员工服务意识、技术水平，公司品牌价值及核心竞争力

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重点区域自主筹备召开了“路面就地冷再生技术施工应用现场观摩会”和多场“产品

推介与技术交流会”，联合中国公路学会养护与管理分会在西安成功召开了“中国公路学会养护与管理分会

二届一次理事会暨公路养护新技术研讨会”。此外，公司还组织相关人员携最新技术创新成果和全系列产

品资料参加了“全国公路养护技术学术年会”及“第七届国际沥青路面养护技术交流会”，在探讨交流国内外

公路养护前沿技术的同时，全面展示了公司雄厚的技术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在研项目DK1800自行式道路扩宽机、YH5000沥青路面养护车、SS6000自行式碎石撒

布机、DGT900薄层罩面摊铺机、DGL5250TYH-R104沥青路面热再生养护车的产品研发工作均取得了新的

进展（详见“本章节一、7、重要研发项目的进展及影响”）。 
公司新产品的持续推出，在不断扩充公司产品类型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扩大了产

品的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AA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证书，通过了“3C

强制认证”外审及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家鼓励类工业企业”资格复审；公司新产品DL2500冷再生机荣

获“2014中国工程机械年度产品TOP50”；此外，公司还取得了71项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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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控股股东通过换股的方式与陕鼓集团建立了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陕鼓集团

作为国家重大装备制造企业，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和优异的制造工艺，此举有利于优化和完善公司的法人

治理结构，全方位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将为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分行业   

工业 73,350,658.16 41,954,281.52 42.80% -9.85% -10.77% 1.39%

工程类 143,815,627.72 136,740,191.33 4.92% -11.26% -3.32% -61.36%

分产品   

稀浆封层车 5,934,526.50 4,044,863.02 31.84% 91.28% 94.44% -3.37%

沥青洒布车 14,253,650.44 8,036,483.49 43.62% 14.19% 25.47% -10.42%

石料撒布机 170,940.17 52,182.10 69.47% -33.94% -44.06% 8.64%

悬挂式碎石撒布机 147,863.25 49,488.22 66.53% -62.96% -60.32% -3.23%

沥青改性设备 1,196,581.20 730,108.07 38.98% -58.92% -45.39% -27.94%

沥青乳化设备 3,164,366.66 1,667,847.58 47.29% 77.40% 63.92% 10.09%

导热油沥青脱桶 1,205,128.20 489,758.94 59.36% -48.11% -41.63% -7.06%

沥青脱桶设备 192,307.69 86,172.90 55.19% -69.60% -60.26% -16.03%

燃油导热油炉 848,034.19 467,415.44 44.88% -18.54% -0.86% -17.97%

路面清扫机 146,070.09 83,597.10 42.77% 6.81% 13.96% -7.74%

沥青路面养护车 288,888.89 239,316.24 17.16% -85.39% -81.94% -47.98%

自行式碎石撒布车 3,132,241.02 1,176,239.23 62.45% 59.34% 53.56% 2.31%

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 34,566,042.76 21,795,619.82 36.94% -21.69% -16.09% -10.22%

手推式乳化撒布机 29,145.30 10,768.59 63.05% -12.15% 0.00% -6.65%

路面冷再生机 6,615,897.44 2,545,630.29 61.52%  

粉料撒布车 1,458,974.36 478,790.49 67.18%  

其他 143,815,627.72 136,740,191.33 4.92% -11.26% -3.32% -61.36%

分地区   

国内 58,956,897.47 36,060,495.31 38.84% -15.76% -7.69% -12.10%

国外 158,209,388.41 142,633,977.54 9.84% -8.79% -4.52% -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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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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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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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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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