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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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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董事会提议，以 2017年 12月 31日的股本 10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 4.6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9,680,00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共计转增 43,200,000股，转增后股本为 151,200,000 股。该预案已经

公司 2018年 4月 1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正川股份 603976 不适用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费世平 王骁 

办公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龙凤街道正川玻璃工业园 重庆市北碚区龙凤街道正川玻璃工业园 

电话 023-68349898 023-68349898 

电子信箱 zczq@cqzcjt.com zczq@cqzcj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 

正川股份专业从事药用玻璃管制瓶等药用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中国医药包装协

会理事单位、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玻璃容器分技术委员会会员单位。公司产品主要用于生

物制剂、中药制剂、化学药制剂的水针、粉针、口服液等药品以及保健品的内包装，主要产品包

括不同类型和规格的硼硅玻璃管制瓶、钠钙玻璃管制瓶，并生产各类铝盖、铝塑组合盖等药用瓶

盖。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要主要原辅材料为五水硼砂、石英砂、钾长石、纯碱、铝带、丁基胶塞等，主

要燃料动力为电力、天然气和液氧。 

对于主要燃料动力的天然气和电力，采购价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制定。 

对于主要原材料，公司制定了《采购作业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对公司原材料采购做出了

较为详细的规定。为保证原材料质量和控制原材料成本，公司计划交付中心下属采购部、技术中

心、质量中心共同负责供应商的选择、评定及相关工作，其中计划交付中心下属采购部是采购作

业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具体执行采购作业，技术中心负责编制原料、耐材等技术标准，质量中

心负责对原材料质量进行监督管理。 

对于零星物资，公司坚持“货比三家，择优采购”的原则，并按照询价、议价、比价、定价

的工作程序选定供应商；对于单项物资采购金额 5 万元以上的,原则上采取招标或竟价方式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按订单生产+少量备货”的生产模式，公司原则上按照订单来组织生产，但对于一

些通用性较高，客户需求量较大且相对稳定的产品，为了避免突发性订单导致交货延期，公司会

采用适度备货的原则进行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业务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模式，对国内客户采用直销加经销（买断式经

销）模式，对国外客户采用直销的销售模式。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包装材料行业，医药包装材料是医药制剂工业中必不可少的配套环节，

药品包材与药品之间是互补性产品，受下游医药工业的行业和需求特点影响，医药玻璃行业并没

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公司自设立以来，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成形成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

为一体的大型药用玻璃生产企业，是国内药用玻璃管制瓶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药用玻璃属于医药包装领域中应用较早，发展较为成熟的细分行业之一，行业在竞争格局上呈现

出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存、经营分散、竞争充分等特点；国内各类药用玻璃瓶产量约 800 亿

只，工业产值约 165 亿元，约占整个药包材行业总产值的 20%，年均增长速度达 10%以上；生产

者方面，国内从事药用玻璃的生产企业约 60 余家，主要分布在西南、华东、华北等地区；现有药

用玻璃生产企业中，多数生产企业总体实力，在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和自动化生产等方面投入



不足；公司是国内药用玻璃行业中少数几家同时具备技术、人才、自动化生产和完整产品体系的

生产者之一。 

随着国家对药品、包材及辅料行业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药品包材、辅料关联审评和药品一

致性评价的不断深化，行业内不能满足质量要求的药用玻璃产品将退出市场，行业的集中度将进

一步提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061,719,221.58 621,054,607.87 70.95 536,548,319.03 

营业收入 508,681,599.07 469,994,516.77 8.23 479,683,55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2,178,387.02 70,511,326.39 16.55 60,698,98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5,784,688.55 67,268,248.57 12.66 59,517,04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53,932,645.14 515,053,314.70 85.21 460,741,98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2,499,860.78 25,717,775.35 104.14 14,204,22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1 0.87 4.60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1 0.87 4.60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17 14.57 减少2.4个百分点 13.4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2,977,333.62 127,185,241.19 122,481,535.51 126,037,48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712,943.82 21,736,733.67 21,965,228.76 17,763,48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627,874.48 21,784,471.54 18,410,281.48 15,962,06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160,729.58 -2,281,301.87 9,018,036.38 29,602,396.6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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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0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3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重庆正川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2,198,383 39.07 42,198,383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邓勇  20,932,403 19.38 20,932,403 无  境内自

然人 

邓秋晗  3,937,210 3.65 3,937,210 无  境内自

然人 

邓红  3,457,133 3.20 3,457,133 无  境内自

然人 

邓步琳  3,457,133 3.20 3,457,133 无  境内自

然人 

邓步莉  3,457,133 3.20 3,457,133 无  境内自

然人 

重庆永承正好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40,207 2.17 2,340,207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邓步金 560,736 560,736 0.52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宇龙 291,000 291,000 0.27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刘伯福 250,092 250,092 0.23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正川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邓勇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步莉

系邓勇之姐姐，邓步琳、邓红系邓勇之妹妹。邓勇系正川投资

控股股东，邓步莉、邓步琳、邓红系正川投资股东。邓秋晗系

邓勇之子。永承正好系公司股东。姜惠系永承正好之有限合伙

人；姜惠系邓勇之配偶、邓秋晗之母亲。除上述之外，其他股

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868万元，比上年同期上涨 8.23%；利润总额 9,69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涨 16.7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18万元，比上年同期上涨 16.5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财会〔2017〕15 号）（以下简称新政府补助准则），要求自 2017年 6月 12 日起在所有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审议

通过了《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

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且不

涉及对以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 

本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 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

法。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 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 2,288.46 元，调增资产处置

收益 2,288.46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重庆正川永成医药材料有限公司 1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

本财务报表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