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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7                           证券简称：万顺股份                           公告编号：2016-076 

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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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杨奇清 董事 公务出差 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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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杜成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玉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邱诗斗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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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顺股份 股票代码 30005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薇 杨时哲 

电话 0754-83597700 0754-83597700 

传真 0754-83590689 0754-83590689 

电子信箱 wanshun1@wanshun.cn wanshun1@wansh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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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549,359.28 1,087,513,973.88 -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34,771,222.18 46,804,951.47 -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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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73,786.34 45,086,040.57 -47.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815,142.61 146,386,282.35 -85.7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473 0.3329 -85.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1 0.1109 -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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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1 0.1109 -28.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2.62% -1.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4% 2.5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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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0,697,201.49 4,535,795,274.49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2,282,676,448.04 2,261,055,826.99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5.1919 5.1427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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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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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0,616.87 

电容式 ITO 导电膜项目补助；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

展新一代显示技术项目补助、"

扬帆计划"创新创业团队补助、

出口信用保险补贴、财政奖励资

金等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64,825.00 期货合约交易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09,456.9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84,949.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0,056.74  

合计 11,097,435.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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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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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成城 境内自然人 46.90% 206,203,751 162,227,813   

杜端凤 境内自然人 4.55% 20,000,000 0   

汕头万顺包装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2.30% 10,1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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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银瑞金资本－

上海银行－慧富

2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44% 6,322,661 6,322,661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1.25% 5,480,000 0   

周前文 境内自然人 1.12% 4,935,937 4,935,937 质押 4,900,000 

蔡懿然 境内自然人 1.12% 4,935,937 4,935,937 质押 4,900,000 

孙海珍 境内自然人 0.94% 4,149,000 0   

孙海强 境内自然人 0.94% 4,130,000 0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古雯

滔 

其他 0.80% 3,532,956 3,532,956   

方正富邦基金－

民生银行－方正

富邦定增 8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0% 3,532,956 3,532,956   

安信基金－工商

银行－安信基金

共赢 3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80% 3,532,956 3,532,9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杜成城和杜端凤是兄妹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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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354.94万元，同比下降6.80%；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3,477.12万元，同比下降25.71%；

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系纸包装材料下游烟草行业去库存的影响，加上在建项目尚未产生收益、人工成本及固定资产折旧增加、

加大研发投入、市场竞争加剧致利润空间有所下降等。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的指导方针，深化精细化管理，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不断强化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和综合实力。具体如下： 

（1）纸包装材料业务方面 

2016年1-6月，公司纸包装材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157.78万元，同比下降18.39%。报告期内，受烟草行业去库存影响，公

司纸包装材料业务收入同比有所下滑，公司继续加大社会产品包装市场的开拓，与“蒙牛”等品牌包装客户的合作取得了一定

成果，为纸包装材料业务的后续发展夯实了基础。 

（2）铝箔业务方面 

2016年1-6月，公司铝箔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8,885.16万元，同比略降2.56%。报告期内，大宗商品铝价格逐步企稳回升，整体

市场环境趋好，铝箔业务盈利水平逐步恢复。公司在维持原有消费包装领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锂电池领域市场，持续推

动电池箔、锂电池用软包装箔、超级电容池箔的布局及创新，并在电池箔领域取得了突破，电池箔已正式进入“比亚迪”等主

流电池企业供应链，为铝箔业务的后续发展开辟了新应用市场。 

（3）功能性薄膜业务方面 

2016年1-6月，公司功能性薄膜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268.47万元，同比下降22.27%。报告期内，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

品触控领域市场需求增长放缓、行业竞争加剧，公司通过深入推进客户合作关系，深入挖掘市场潜力，保持导电膜销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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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司积极推动节能膜生产项目实施，根据客户需求和业界动态持续进行布局及创新，成功研发出高端光控隔热窗膜、

高阻高透隔热窗膜、金属溅镀隔热窗膜、高端防爆隔热窗膜等各系列节能膜产品，红外线、紫外线阻隔率等各项指标均达到

先进水准，其中，高端光控隔热窗膜具有光致变色功能，可根据太阳光强度自动调节可见光透过率和窗膜色相；为功能性薄

膜业务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4）外延发展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发展战略，在实现内生性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积极寻求外延式发展机会，通过收购汕头市东通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100%股份、广东东通文具有限公司100%股份及增资参股北京众智同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股份，迅速推动了

节能膜生产项目实施及智能窗膜业务布局，为公司抓住市场增长机遇、抢占市场先发制高点奠定了基础。 

（5）其他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实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的有效结合，进一步完善

公司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凝聚力。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重新认定，自2015 年 9 月 30 日起连续三年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

相关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 

期后事项：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查，同意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基在新三板挂牌；正式挂牌后将有助于

提升江苏中基品牌影响力，拓宽融资渠道，同时提升公司所持有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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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纸 72,396,563.62 55,989,336.75 22.66% -38.36% -24.86% -7.55% 

转移纸 189,181,278.19 151,317,943.75 20.01% -10.75% -9.37% -1.01% 

铝箔 688,851,559.64 604,994,354.02 12.17% -2.56% -0.69% -1.61% 

导电膜 42,684,687.21 36,888,958.93 13.58% -22.27% -20.19% -1.46% 

其他业务 20,435,270.62 10,945,996.96 46.44% 6.46% -67.98% 42.63% 

分行业       

纸包装材料业务 261,577,841.81 207,307,280.50 20.75% -18.39% -13.55% -3.24% 

铝箔业务 688,851,559.64 604,994,354.02 12.17% -2.56% -0.69% -1.61% 

功能性薄膜业务 42,684,687.21 36,888,958.93 13.58% -22.27% -20.19% -1.46% 

其他业务 20,435,270.62 10,945,996.96 46.44% 6.46% -67.98% 42.62% 

分地区       

华东 186,785,537.85 157,864,250.71 15.48% 8.05% 2.70% 4.92% 

华中 59,762,510.96 49,618,089.27 16.97% -85.66% -72.62% -5.83% 

西南 133,240,066.03 108,161,214.72 18.82% 25.74% 34.70% -9.80% 

华南 131,242,951.09 108,609,554.95 17.25% -42.68% -38.34% -2.52% 

国内其他 30,307,760.32 24,633,662.39 18.72% -13.35% -2.90% -7.50% 

国外 472,210,533.03 411,249,818.38 12.91% -2.55% -2.5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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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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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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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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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含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中基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万顺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汕头万顺（香港）有限公司、江苏中基复合材料（香港）有限公司、江苏华丰铝业有限公司、广东万顺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东通文具有限公司、汕头市东通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其中广东东通文具有限公司、汕头市东通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为本年

度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新增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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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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