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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986                           证券简称：粤华包 B                           公告编号：2018-052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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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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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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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华包 B 股票代码 2009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国强 施慧 

办公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禅城经济开发区罗格

园科洋路 3 号之 7 二楼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禅城经济开发区罗格

园科洋路 3 号之 7 二楼 

电话 0756-8666975 0756-8666978 

电子信箱 dinggq@htrh-paper.com shih@htrh-paper.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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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47,156,340.92 1,567,199,202.22 1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99,762.79 12,487,648.99 -22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203,743.87 10,079,841.69 -2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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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792,986.11 -607,133,297.57 11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3 0.0247 -222.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3 0.0247 -222.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0.63% 下降 1.4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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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5,611,825.09 5,426,368,352.69 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45,505,839.28 1,982,859,436.21 -1.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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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20% 329,512,030 329,512,03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

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62% 3,157,453 0   

吴浩源 境外自然人 0.51% 2,561,991 0   

蔡浴久 境外法人 0.33% 1,675,799 0   

缪军 境内自然人 0.30% 1,522,200 0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27% 1,352,720 0   

安信国际证券(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24% 1,205,252 0   

KGI ASIA LIMITED 境外法人 0.23% 1,161,959 0   

佛山市禅本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139,420 1,139,420   

张力 境内自然人 0.20% 1,011,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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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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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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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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以改革提效率，以节降促效益”的经营思路，努力开展“三降一升一控”工作。对组织架构进行

调整，提高公司运行效率；以价值创造为导向，重构营销体系；坚持以技术引领为原则，推进研发机构变革，提升研发水平，

为公司发展持续积蓄力量。但由于公司主要产品所使用的原材料国际商品木浆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以及美元汇率影响，对公

司成本控制造成了较大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715.63万元，利润总额-2,999.9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29.98万元，报

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554,561.18万元，资产负债率36.03%。 

（二）报告期内管理举措 

1、实施组织架构变革，优化内部考核机制 

    公司以“层级压减、职能归堆、管理扁平化”为目标，对公司内部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同时对内部考核体系作出调整。提

升了公司运营管理效率，以及员工工作积极性。 

2、营销体系变革，激发销售潜能 

    按照“新时代、新营销”的思路，公司对营销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以突出营销核心职能。管理模式由以产品为端口

横向跨区域管理，转变为以区域为主导、以产品线为辅助管理。通过全新的绩效考核机制，激励员工开发新订单；建立营销

体系末位淘汰、奖勤罚懒、能上能下的新机制，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3、物流业务外包，节降物流费用 

    公司围绕“改革要有新措施、管理要有新方法、经营要有新思路、激活要有新机制”的“四新”理念，实施厂区内仓储物流

外包工作，借助专业的仓储物流外包服务模式，节降物流成本费用。 

4、坚持技术引领，加强研发创效 

    通过对技术研发部门的架构调整，将新产品研发职能与日常工艺维护职能独立运行，坚持以技术引领为目标，强化技术

研发核心职能，激发创新创效活力。目前在研新产品项目达十余种，部分产品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下半年管理思路 

下半年，公司仍以“三降一升一控”为方向，聚焦成本问题，通过全面改革，严实透快的将各项举措推行管理目标，以内

降成本，外拓市场为核心任务，持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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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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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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