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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3                           证券简称：达刚路机                           公告编号：2015-35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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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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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76,013.82 221,405,241.42 -5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元） 22,945,898.75 30,964,309.37 -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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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61,867.79 30,586,339.36 -2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93,135.45 53,919,308.09 -96.4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89 0.2547 -9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4 0.1462 -25.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84 0.1462 -25.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 3.9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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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3.9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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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521,689.97 947,960,495.83 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819,837,473.36 807,250,400.90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3.8720 3.8126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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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4 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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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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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83  

减：所得税影响额 50,123.11  

合计 284,030.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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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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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5,254,611 5,254,6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财通价值动量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0% 3,184,549  

上海新永溢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1,806,500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精

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9% 1,667,13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新经济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1,612,6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1% 1,5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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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动

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8% 1,432,60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融－聚盈 1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4% 1,15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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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3%股份，

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行动人；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

司与孙建西、李太杰夫妻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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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公司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不断调整营销策略，提升经营效率，国内产品

销售同比实现了一定增长。但由于斯里兰卡首期工程项目已基本完工，而新签订的项目年初刚刚开工，尚

未形成规模收入，导致公司2015年半年度总体业绩与上年同比有所下降。 
2015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277.6万元，同比下降53.58%；实现营业利润2,461.52万元，

同比下降34.34%；实现利润总额2,494.93万元，同比下降34.23 %；实现净利润2,294.59万元，同比下降25.9%。 
2015年上半年，公司通过加大对养护类设备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提升员工服务水平、

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使得公司的管理效能、品牌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一）产品宣传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中国第五届国际商用车辆博览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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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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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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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了

解行业发展前景及市场需求状况，不断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 
（二）内部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补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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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发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新产品陆续完成调试。其中，沥青路面养护车（DGL5163TYH-054）、自行式碎

石撒布车（SS6000）已形成销售；自行式道路扩宽机（DK1800）及薄层罩面摊铺机（DGT900）进入可销

售阶段；路面养护车（DGL5220TYH-Q454）进入参数修正阶段；处于详细设计阶段的在研产品主要包括：

自卸式沥青混合料保温运输车（DGL5252TBW-105）及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TBS3800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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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获得荣誉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了“西安高新区消防先进单位”、“西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示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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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称号，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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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沥青碎石同步

封层车及智能型沥青洒布车被评为“2014年西安市名牌产品”；公司取得《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许

可证》，在提高竞争实力的同时，为公司产品的多样化生产提供了保障；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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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验收工作。  
（五）信息化建设方面 

    公司信息化系统经过近几年的不断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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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试用阶段；OA已全面投入使用。公司信息化系统投入使用后，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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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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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类 74,655,215.67 45,142,518.66 39.53% 1.78% 7.60% -3.27%

工程类 25,008,151.80 22,026,823.72 11.92% -82.61% -83.89% 7.00%

合计 99,663,367.47 67,169,342.38 32.60% -54.11% -62.41% 14.88%

分产品   

车载类 72,440,744.57 44,141,466.63 39.07% 9.10% 14.95% -3.09%

非车载类 2,214,471.10 1,001,052.03 54.79% -68.16% -71.83% 5.89%

工程类 25,008,151.80 22,026,823.72 11.92% -82.61% -83.89% 7.00%

合计 99,663,367.47 67,169,342.38 32.60% -54.11% -62.41% 14.88%

分地区   

国内销售 69,413,888.95 42,900,938.24 38.20% 17.74% 18.97% -0.64%

出口销售 30,249,478.52 24,268,404.14 19.77% -80.88% -82.99% 9.93%

合计 99,663,367.47 67,169,342.38 32.60% -54.11% -62.41% 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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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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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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西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