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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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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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刚路机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300103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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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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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64,945.25

171,977,947.90

-11.87%

20,343,862.02

21,103,518.31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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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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5,248.68

20,894,509.73

-3.06%

-48,579,452.59

-14,213,238.67

-241.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1

0.0997

-3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1

0.0997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

2.45%

-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42,240,441.10

1,023,137,503.71

1.87%

907,439,670.62

886,600,435.10

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13,47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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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29.95%

95,121,499

0 质押

95,121,499

孙建西

27.35%

86,864,791

65,148,593 质押

21,000,000

长安基金－光大银
行－长安祥瑞 2 号 其他
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4.42%

14,035,923

0

李太杰

境内自然人

2.55%

8,106,916

0

王德廉

境内自然人

1.84%

5,849,34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国有法人
有限责任公司

1.58%

5,006,550

0

孙忠平

境内自然人

1.08%

3,445,000

0

黄爱军

境内自然人

0.87%

2,764,300

0

戴玉美

境内自然人

0.81%

2,568,900

0

李飞宇

境内自然人

0.66%

2,090,632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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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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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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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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斯里兰卡工程项目接近尾声，工程结算额减少。受此影响，公司业绩同比略有
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156.49万元，同比下降11.87%；实现营业利润2,425.92万元，同
比下降6.49%；实现利润总额2,436.68万元，同比下降6.95%；实现净利润2,034.39万元，同比下降3.60%。
报告期内，公司依照年初设定的发展规划，探索以合资合作、收购兼并等多种途径进行业务拓展，在
不断延伸以绿色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链的同时，加大了在环保业务尤其是危废固废处置处理领域的投资力
度。
（一）主营业务情况
1、研发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家政策及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完善产品功能、提升可靠性，完成了TBW4000
型沥青纤维同步封层车的用户验证及优化改进，可对外进行销售；新式粉料撒布车FS2500E、YH3000A沥
青路面养护车处于试制阶段，预计下半年可进入产品销售环节。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对新产品的
推广力度，DGT750洒布摊铺一体机、SS6000自行式碎石撒布机，TBS4000沥青碎石同步封层车等近年推
出的新产品取得了比较理想的销售业绩。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新项目立项前期的调研和立项评审工
作，确保研发项目更加贴合市场需求。
2、生产管理方面
随着国家环保部门对环境保护和治理政策执行力度的日趋加强，加之专业人才短缺、用工成本及钢材
成本上涨等系列因素，报告期内，为公司提供配套生产的个别外协加工厂出现了供货能力不足，零部件不
能及时供应的情况，延长了公司部分产品的供货周期。
为尽快解决此类问题，公司对外协加工单位进行了筛选甄别，对于符合要求的加工单位签订长期合作
协议，并在淘汰不符合要求合作方的同时继续寻求新的合作加工单位；在内部生产方面，公司加强了自主
生产加工能力，购买了拼板机、包罐机、切割机等生产设备，并通过加强工人的技能操作培训、引入专业
技术人才、调整人员配置、不断完善技术文件和操作流程等措施，使得原有产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3、市场宣传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方向，与国内众多大型施工单位携手开拓海外市场，不断加
大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成套技术服务的输出力度，全面带动产品销售与国际市场竞争力。为了践行“为客
户创造最大价值”的承诺，公司组织开展了以“创新奉献达刚路 • 贴心回访中国行”为主题的售后服务走访
工作，提供近距离“五心服务”，确保用户设备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为快速、有效地抢占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在江苏、山东等地连续召开了多场产品推介会，通过对用
户需求的准确把握和销售策略的完美实施，不但大幅提升了企业品牌形象，还极大带动了全系产品销量的
增长与潜在客户转化。同期，通过在东北、华北多个省市高等级公路上推广应用“封层粘层洒布摊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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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技术，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和养护技术中心的认可，为该项技术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4、内控完善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自愿性信息披露标准》、《管理标准编写规则》等制度；同时，根据公司实
际运营需要，修订完善了产品、技术、管理、工作等共计29项标准，并依照公司的发展规划，多次对《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5、人才培养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环保事业部及工程事业部，并在管理层和各业务部门引进了不少优秀人才，同
时也为公司引入了新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司中间力量和后备干部储备不足的现状。
在人才培养方面，公司通过参加专业机构课程、组织内部培训等多种途径，为公司中高层及骨干员工
提供有关管理、专业、标准、产品等各方面的培训，提供多方面的自我提升机会，增强了员工对公司文化
的认同度。
未来，公司将通过在环保行业的产业布局，努力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及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筑养路行业上下游延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对沥青拌合站需求及公路工程施工市场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做出了设立环保设备公
司、成立工程事业部及参股融资租赁公司的决定。公司计划通过逐步实施上述业务规划，完善核心产品链，
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沥青路面设备细分行业的市场领先地位，最终
实现在筑养路机械设备业务、公路筑养护工程承包与施工业务、筑养护设备租赁业务等板块的协同效应，
不断推进公司在筑养路行业全方位的发展步伐。
（三）环保产业业务拓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收购玉山飞隆、 众德环保51%以上的股份，从而拓展公司
环保业务产业链。
玉山飞隆与众德环保均属于环保行业，其中玉山飞隆主营业务为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处置处理和综
合利用；众德环保主营业务为危险废物及资源的处置处理和综合利用。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先后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对玉山飞隆及众德环保进行了尽职调查等前期工作。目前，公
司与相关方就收购玉山飞隆股权事宜仍在沟通协商之中。
此外，公司根据中介机构尽调结果及经营发展、资金使用计划等情况的综合研判，终止了对众德环保
项目的重大重组计划。2018年5月，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盛鼎汇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盛鼎汇赢”）、深圳市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华盛”）共同签订了《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锦胜升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参与设立了环保产业基金。2018年5月21日，
锦胜升城与众德环保、众德环保实际控制人及众德环保各股东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及《股权收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一）》，锦胜升城采用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众德环保各股东持有的众德环保52%的股权及其
所应附有的全部权益、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和依法应承担的全部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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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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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乾山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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