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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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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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5,244,0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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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意隆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20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德祝

李春燕

办公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 23 号

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 23 号

传真

020-82266911

020-82266911

电话

020-62956877

020-62956848

电子信箱

zengdezhu@tech-long.com

lichunyan@tech-long.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自动化包装机械的研究、生产和销售；饮料、日化洗液等液体的
代加工以及后段自动化机器设备的研究、生产和销售。目前公司产品销售主要集中在液体PET
瓶包装机械方面，涵盖饮料包装机械领域，日化、油脂、调味品等高黏度流体包装机械领域。
随着各行各业对工业自动化需求的进一步加强，公司的智能后段包装设备的应用范围得到不
断扩大，公司的智能后段包装设备涵盖了智能装箱机、智能装盒机、智能送料机等一系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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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动化的轻载型智能机器人设备，替代人工积极作用明显，应用范围广阔，包括饮料行业、
白酒行业、电子行业等，前景广阔。未来公司将借助资本市场平台积极寻求多元化发展道路，
拓宽公司的业务范围，提升公司的整体能力。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专业研发、生产、销售适用于各种饮用水、含汽饮品、茶、果蔬汁等饮料及其他液
体的大型成套包装设备，并能为客户提供饮料包装全面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定位于包装机械
中的中高端产品等，主要包括液体灌装生产线（包括全自动高速PET瓶灌装生产线、PET/PC
桶装水灌装生产线以及高黏度流体灌装生产线）、全自动高速PET瓶吹瓶机、二次包装设备和
工业自动化机器人等。
3、报告期内公司现有业务所处的行业的发展阶段发展趋势、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
行业地位。
（1）现有业务的行业发展趋势及周期性特点
①饮料包装机械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属于饮料包装机械行业，下游饮料行业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近年来，
饮料行业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总体上稳中有增，呈现稳健增长态势。就下游饮料行业长远
发展来看，由于我国目前的人均饮料消费量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饮料市场的潜力依然很大，饮料包装机械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依旧乐观。饮料行业属于
快速消费品行业有一定的季节性，对本行业形成一定的影响，饮料包装机械行业冬季、春季
的销售量往往较大。
②高黏度流体包装机械领域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逐年提高，与居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日化、油脂、调味品行
业市场需求有望持续增长，将相应带动高黏度流体包装设备的市场需求；目前人工成本逐年
增加，也将进一步带动公司下游企业对自动化设备的需求。
③后段智能包装机械领域
目前，
“用工荒”已成为众多行业面临的一大困扰，80、90后已经成为目前劳动力市场的
主力，相比60、70后，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从事工资低、单调重复繁重、环境差的工作，导致
低端劳动力供给不足；近年来，制造业人均工资逐年上升，已成为企业成本控制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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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老龄化带来的适龄劳动力比例逐步下降等情况，都对工业自动化提出了新的需求。
后段智能包装机械在取代人工作业方面优势明显，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④液体代加工业务领域
液体代加工业务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在饮料代加工领域，随着下游饮料行业产量的逐年
增长，饮料产量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出于运输成本考虑，饮料生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半
径往往较短，需要多处投资设立生产工厂，饮料代工领域的前景非常广阔。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经过十多年发展，在液体包装机械领域，目前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均在国内处于
领先地位，是国内饮料包装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拥有的客户群已超过400家国内外企业，
具有深厚的市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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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417,326.59

954,655,924.89

-15.63%

896,554,397.72

12,804,241.74

13,235,739.63

-3.26%

20,390,61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229,284.93

6,492,893.70

-550.17%

10,791,30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3,844,241.68

24,423,285.94

611.80%

83,248,50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6

0.0678

-3.24%

0.1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6

0.0678

-3.24%

0.1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2.05%

-0.10%

3.22%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15 年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

2013 年末

1,609,386,864.06

1,512,343,196.92

6.42%

1,648,522,272.54

661,465,371.23

650,913,730.59

1.62%

641,619,390.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7,713,221.10

190,113,663.84

196,729,691.61

210,860,75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86,925.38

2,639,886.34

-11,919,555.41

18,296,98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1,567.19

1,060,284.33

-14,275,631.15

-19,115,50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95,758.46

3,013,901.37

65,530,278.48

64,504,3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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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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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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1,177 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1,167 名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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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颂明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30.92%

60,375,449

60,375,449

北京凤凰财鑫
股权投资中心 其他
（有限合伙）

9.63%

18,800,000

0

广州科技创业
国有法人
投资有限公司

7.50%

14,647,500

0

新时代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润禾 16 号证券 其他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4.74%

9,247,594

0

陈钢

3.78%

7,373,453

5,530,090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外贸信
其他
托·股票优 9 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3.19%

6,235,982

0

北京瑞福通达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1.50%

2,936,501

0

北京宜众通达 境内非国有
广告有限公司 法人

1.41%

2,747,426

0

中信建投基金
－民生银行－
中信建投领先 4 其他
号资产管理计
划

1.15%

2,248,400

0

融通资本财富
－兴业银行－
融通资本融腾 7 其他
号资产管理计
划

1.08%

2,113,658

0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动的说明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不适用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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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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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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5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行业的整体运行形势比较严
峻，公司主要下游饮料行业市场需求下降，市场竞争激烈。报告期，面对市场的下行压力及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经营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一方面重点推进内部资源整合与优化，
努力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率；另一方面紧紧抓住资本市场的有利时机，实施战略性布
局，寻求多元化发展机遇。
报告期内，受国内经济不景气和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 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
805,417,326.59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5.63%；报告期实现利润总额12,569,887.73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29.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4,241.7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26%。
报告期，在保持促进内生增长的基础上，公司同时积极寻求多元化发展机遇，充分利用
上市公司的资本平台，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目前，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有序地开展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工作。截至目前，上
述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成功，公司将进入
互联网金融行业，有望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二）自主研发及技术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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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研发上持续有效的投入，公司的系列液体包装机械产品在质量、性能、产品的丰
富性上已经达到领先国内竞争对手，与国外竞争对手的技术能力也已相当接近。报告期内，
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中温灌装机组装完成，标志公司第一台中温灌装机面世，该产品的成功
研发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结构，是继推出无菌冷灌装设备后的又一重要产品；同时，公
司持续保持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研发力度，研发并推出了AGV自动导航搬运小车和SCARA水平
四轴机器人，这两款产品的推出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产品线，巩固并提高
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着吹瓶机、灌装机、后段智能设备等核心产品继续保持研发投入。
2015年，公司新申请专利119项；通过授权专利106项，其中发明专利31项，实用新型专利75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1项，专利合作协定（简称PCT）申请2项。公司2015年通过审核获得的专
利件数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工业机器人、装箱机入选广东省名牌产品，目前，公司的广东省名牌产
品数达8个，分别为啤酒灌装生产线、全自动吹瓶机、装箱机、贴标机、全自动灌装机、反渗
透水处理设备、纸箱包装机、工业机器人；公司发明专利“一种星轮盘传动机构及其装配方
法”获得第十七届中国专利优秀奖，是本公司继第十三届“瓶胚加温风流通系统”及第十六
届“一种酱油灌装机”后第三个获此殊荣的发明专利；公司吹瓶专利获得首届广东省专利金
奖；公司首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称号。另外，公司
膜包机取得欧盟市场准入通行证，即CE证书，标志着公司绝大部分产品均已符合欧洲标准的
硬性测试，达到了欧盟指令规定的安全要求。
（三）生产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内部资源整合优化，重视成本管控。通过对供应系统的梳理，
重点对库存阶段和采购阶段进行优化管理，使相关部门对生产各环节管控更有序，实时掌握
物料库存和需求情况，做到采购的精细化，从源头管控呆滞物料的产生，并使各部门之间信
息流转更顺畅，生产效率得到有效提高。通过整合，公司对体系内生产线按产能、生产工艺
流程进行了合理规划，减少了不必要的损耗。
(四）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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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不
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五）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实践中追求企业与员工、社
会、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践行社会责任。公司在追求经济效益、保护股
东权益的同时，积极维护公司债权人及公司员工的合法权益，诚信对待供应商、客户，积极
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1、股东权益保护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治理结构，建立了一整套内控制度，这些措施保障了公司在重大事项
上决策机制的完善与可控性；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搭建多形式的投资者交流平台与途径，并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进
行信息披露，确保公司所有股东能够有公平、公正、公开、充分的机会获得公司信息，保障
全体股东平等的享有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各项合法权益。
2、债权人权益保护
公司一贯奉行稳健诚信的经营策略，充分尊重公司债权人对其债权权益相关的重大信息
的知情权，高度重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公司的经营决策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相关合同
及制度，债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需要了解公司有关经营、管理等情况时，公司全力予以配合
和支持。
3、员工权益保护
公司重视人才培养，通过为员工提供职业生涯规划，组织各类企业培训，并鼓励在职学
习，以提升员工素质，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成长。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4、产品质量保证
公司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开展质量管理活动，加强与供应商的沟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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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互惠共赢；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注重产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
5、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公司注重社会价值的创造，自觉把履行社会责任的重点放在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上，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回馈社会。
未来，公司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创建和谐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兼顾环境保护
的同时，致力于打造广受客户青睐、赢得社会信赖的知名品牌，实现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
高度统一，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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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灌装生产线

403,905,650.26

110,176,295.56

27.28%

-21.41%

-23.74%

-0.83%

全自动 PET 瓶吹
201,040,591.13
瓶机

54,486,058.42

27.10%

-18.21%

-28.45%

-3.88%

18,487,831.13

15.09%

38.31%

37.64%

-0.08%

代加工

122,481,1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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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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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2015年8月7日公司在珠海注册成立一家
全资子公司珠海宝隆；珠海宝隆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公司2015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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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肖林
2016年0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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