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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3                    证券简称：达刚控股                    公告编号：2020-80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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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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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刚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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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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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2,177,563.90 398,314,512.39 6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523,052.78 17,151,822.21 1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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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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65,485.57 16,484,205.59 12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72,237.80 86,935,662.10 -82.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91 0.0540 194.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91 0.0540 19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5% 1.86%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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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082,328.37 2,086,831,777.51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6,090,070.82 975,120,205.76 5.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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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乡市东英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5% 95,121,499 0 质押 95,121,499 

孙建西 境内自然人 27.35% 86,864,791 65,148,593 质押 15,140,000 

李太杰 境内自然人 2.55% 8,106,916 6,080,18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8% 5,006,550 0   

孙忠平 境内自然人 1.16% 3,696,000 0   

柳新蓉 境内自然人 1.01% 3,194,878 0   

傅建平 境内自然人 0.94% 3,000,000 2,249,249   

曹正松 境内自然人 0.69% 2,196,601 0   

李飞宇 境内自然人 0.66% 2,090,632 0   

侯西婷 境内自然人 0.65% 2,05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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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李太杰与股东李飞宇为父女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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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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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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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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5,217.76万元，同比增长63.73 %；实现营业利润5,853.23万元，

同比增长86.3%；实现利润总额 7,353.61万元，同比增长133.96%；实现净利润6,282.10万元，同比增长

118.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52.31万元，同比增长194.56%。本期由于众德环保、达刚

筑机、达刚装备、智慧新途等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促使公司上半年度总体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

实现了较大增长。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业务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具体内容如下： 
1、高端路面装备研制业务板块 
（1）研发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研发工作按照年初计划实施，主要内容是围绕新产品开发、老产品维护、与外部

机构合作及管理提升等若干方面开展：1）新式粉料撒布车、纤维同步封层车、路面养护车等产品的持续

改进工作；2）“通用化、标准化、模块化和工艺性”的三化一性持续优化改进工作；3）洒布系列、养护系

列、扫地系列轻骑兵产品的研发工作；4）配合公司经营计划领先于同行企业布局国六产品，满足市场需

求。 
（2）生产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积极有序地组织生产自救。首先，生产体系对战略采购件

供应商进行逐家走访，积极协调备货并加大了战略储备；其次，采取全员加班、延点等方式基本满足了销

售需求。2020年1月，生产部导入了新的制造费用分摊方式，本着“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使得成本管控

真正落实到了部门和班组；2020年5月，U8计划模块正式上线运行，减少了大量需人工计算的工作，物料

计划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合理性得到了显著提升；质量管理方面设立了“质量联合检验”小组，从功能、性

能、外观、可靠性、随机附件及资料等多方面进行质量管控，进一步提升了产品质量。 
（3）品牌建设方面 
报告期内，针对疫情的持续影响，公司及时对市场推广计划作出调整，加大网络推广与营销投入力度，

开通了官方抖音、阿里店铺等品牌传播与线上销售渠道，还首批报名参加“bauma CHINA 2020（上海宝马

工程机械展）”。截至目前，参展的各项筹备工作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届时，公司将携多款筑养护新品亮

相展会，并诚邀新老用户现场感受“e·智”系统对“客户价值“的全方位提升效果。 
（4）内部管理完善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实际运行情况，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了持续的完善。同时，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

经营管理需要，对《公司会计政策》、《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 

（5）其他方面 

报告期内，达刚筑机的生产经营已基本步入正轨，建立了有效的内部管理和考核机制，完善了产品工

艺流程、提升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培养出了一批技术过硬的生产、研发和销售队伍，两个新产品均已

实现销售。经过不懈努力，截至报告期末，达刚筑机的营业收入与利润均实现了正向增长。 

2、危废固废综合回收利用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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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上半年，众德环保通过梳理流程、完善内控、优化环境等措施不断改善公司的内部管理与厂容厂

貌。首先，众德环保通过推行绩效考核的系列措施，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及人员的责权利，调动和激发了管

理团队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其次，新建危废仓库并投入使用，对危废管理进行规范和加强，

减少飞灰扬尘，优化了厂区工作环境；新建成两套行业内一流的尾气治理系统，可做到低于污染因子排放

限值的尾气超低排放，提高了公司的环保监测力度；进一步理顺了各生产工艺的技术流程，基本完成氧化

炉和还原炉的技改工作，为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夯实基础；再次，众德环保增加了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不断

完善和引进新的工艺技术，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3、城市道路智慧运维管理业务板块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城市道路智慧运维管理业务取得实质性成果：首先，子公司达刚智慧运维（渭南）

和达刚智慧运维（无锡）已完成筹建，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其次，达刚智慧运维（无锡）已与无锡市梁溪

区城市管理局签订了《合同书》，承接无锡市梁溪区城市管理局区管市政道路运维服务项目；再次，公司

与西安高科城市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人民政府、深圳华昱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等多家企业或者政府部门签订合作意向协议，为道路智慧运维落地多个城市打下坚实基础；未来，运

维事业部将继续保持业务拓展速度、提升服务质量效率、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依托“城市道路智慧运维管

理+道路全生命周期养护施工+沥青拌合站运营+城市地下空间探测”的业务架构，打造一站式“城市道路管

家”品牌，努力发展成为国内“道路智慧运维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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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细化产品成本的核算及分析，使公司成本核算更加精确的反映各产品的实

际耗用，公司对产品成本核算的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分摊范围及分摊标准进行了变更。本次变更前，公司

生产成本中直接人工的分摊，按照各产品材料耗用金额比例进行分摊；生产成本中制造费用的分摊，按照

各产品材料耗用金额的比例进行分摊。本次变更后，公司生产成本中直接人工的分摊，按照各产品各个生

产环节工时比例进行分摊；生产成本中制造费用的分摊，按照各产品各个生产环节工时比例进行分摊。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本次变更仅涉及达刚控股、不包括各子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2）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

《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照上述新财务报表格

式通知编制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半年度的财务报表，具体受影响科目如下：预收款项及合同负债，其中

预收款项1,408,740.50元、合同负债25,695,757.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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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比之前增加了3家：达刚智慧运维（渭南）、

达刚智慧运维（无锡）及智慧新途。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建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