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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意隆

股票代码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20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林

李春燕

电话

020-62956877

020-62956848

传真

020-82266910

020-82266910

电子信箱

xiaol@tech-long.com

lichunyan@tech-lo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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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406,506,047.62

397,826,884.94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383,973.34

6,426,811.72

-32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040,184.87

4,161,851.52

-653.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280,944.38

43,809,659.83

-31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7

0.0329

-324.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37

0.0329

-324.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0.98%

-3.18%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574,653,222.43

1,609,386,864.06

-2.16%

646,745,262.67

661,465,371.23

-2.23%

1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78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量
普通股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持股比例

张颂明

境内自然人

19.55%

38,175,449

30,187,725

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7%

22,200,000

0

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3%
合伙）

18,800,000

0

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0%

14,647,500

0

陈钢

境内自然人

3.78%

7,373,453

5,530,090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润禾
其他
1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20%

6,247,594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股票优选 9 号证券投 其他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19%

6,235,982

0

林芝市巴宜区尚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2,936,501

0

林芝市巴宜区山丘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

2,747,426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2,612,892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3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已知杜力先生、张巍先生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公司其他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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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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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16 年 04 月 1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6 年 04 月 20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杜力、张巍

变更日期

2016 年 04 月 1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6 年 0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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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和结构性调整的双重压力影响，传统包装机械行业处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公司所处的饮料包装机械行业同样面临着机遇和调
整并存的局面。受材料、人工等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下游饮料行业市场需求放缓和竞争加剧
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6,506,047.62 元，
同比增长 2.18%；实现营业利润-24,311,579.10 元，同比下降 707.44%；公司报告期实现利
润总额-14,088,564.38 元，及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83,973.34 元，分别同
比下降 311.52%和 323.81%。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董事会年初制定的战略规
划及要求，积极面对压力，逐步有序的推进主营业务方面的各项工作，重点如下：
在生产管理方面，开展对公司的 ERP 系统和 OA 办公系统全面改进升级，建立以项目为主
线，整合各部门业务一体化系统，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协同效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标
准化管理和规范化生产，以适应未来公司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的需要；同时，公司积极实施
各项举措，加强企业人文关怀，稳定核心职工队伍，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增强优
秀员工的归属感。
在产品的市场销售及开拓方面，首先，公司按计划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展会，加强公司产
品的国内外宣传；其次，深耕现有客户，加强售中售后服务，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再次，
持续提高产品的性能及稳定性，推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及技术升级，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另外，公司拟在欧洲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提高“达意隆”
品牌的知名度。
在技术研发创新方面，公司积极提倡工匠精神并实施各项奖励办法，鼓励员工提出生产
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方案。报告期内，公司新申请专利 64 项；通过授权专利 57 项，其中发明
专利 2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3 项。
报告期内，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
有关的议案，并披露了本次交易的预案。根据该预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
的方式收购赤子城移动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
预案披露后，由于证券市场环境、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交易各方认为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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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不够成熟。为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各方友好协商, 一
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协议解除或终止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与相关各方
签订的有关合同。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4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公司将在坚持推进主营业务健康发展的同时，积极通过内生式增长
和外延式并购相结合的方式寻求更多的行业发展机会，以实现公司主营业务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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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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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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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杜力
2016 年 8 月 10 日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