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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986                    证券简称：粤华包 B                       公告编号：2019-012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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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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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京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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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6-8666922 0756-8666922 

电话 0756-8666975 0756-866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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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高档涂布白卡纸、造纸化工品、彩色印刷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业务。具体如下： 

一、高档涂布白卡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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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涂布白卡纸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产品，属于白纸板的类别，广泛应用于烟草包装、食品包装、医药包装、化

妆品包装、生活用品包装等领域，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重要来源。高档涂布白卡纸主要由公司控股子公司红

塔仁恒和珠海华丰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立足国内外烟草、食品等高端包装市场，以“差异化”的经营战略为

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公司现有涂布白卡纸生产线3条，年产能合计约60万吨，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类： 

1、烟草包装专用涂布白卡纸，为公司主导产品，广泛应用于高档香烟包装市场领域，在国内香烟包装领域中占

有主导地位，代表着中国涂布白卡纸品质的最顶端水平。红塔仁恒曾获中国国际纸张、纸制品牌金奖、中国科

技界最高奖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由红塔仁恒自主研发、拥有国家发明专利技术的彩色纤维防伪涂布白

卡纸、本色纤维防伪涂布白卡纸等产品已经成功应用于“红塔集团”、“红云红河集团”的系列品牌香烟包装，通

过从包装材料源头上防伪，达到了“易于识别，难于仿制”的显著防伪效果，目前新型香烟包装白卡纸已进入实

际验证阶段。 

2、液体包装与食品包装系列白卡纸，为公司重点发展方向。红塔仁恒率先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自主研发出广泛

用于液态奶、果汁、凉茶等饮料包装的液体无菌包装原纸，有效替代进口产品；涂布防油食品卡、高档纸杯原

纸等食品包装系列产品得到了多家世界知名餐饮集团的认可。 

3、高档社会白卡纸，广泛应用于高端医药、化妆品、日用品等细分包装市场领域。红塔仁恒自主研发并拥有发

明专利技术的“个性标识码防伪涂布白卡纸”，成功应用于高端制药、化妆品等高端系列产品防伪包装，有效降

低了用户的防伪成本和打假费用，获得用户的高度信赖及认可。 

二、造纸化工业务 

造纸化工品是公司在造纸产业链向上游布局延伸的业务，该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由子公司金鸡化工

承担，主要包括造纸用羧基丁苯胶乳、苯丙胶乳、碳酸钙及化工助剂等产品，质量已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三、彩色印刷业务 

彩色印刷业务是公司向造纸产业链下游延伸的配套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包括方案设计、材料生产等一站式包

装解决方案，主要由子公司华新彩印承担。华新彩印拥有胶印、柔印、凹印印刷车间，主要产品包括彩盒、各

类标签（纸质标签、模内标、不干胶）、条码印刷、宣传画册及书刊等，涉及广泛的终端消费行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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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683,004,543.50 3,583,157,646.37 2.79% 3,607,758,90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4,965.92 18,637,865.97 -115.10% 61,324,08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089,244.17 12,337,519.04 -392.52% 27,820,86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465,394.72 -21,910,921.08 1,895.75% 409,111,11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125.00%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125.00%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0.94% 下降 1.08 个百分点 3.1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5,794,694,744.15 5,426,368,352.69 6.79% 6,182,737,80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70,946,820.29 1,982,859,436.21 -0.60% 1,980,395,170.2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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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91,489,361.74 955,666,979.18 966,386,108.12 969,462,09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04,661.39 -5,095,101.40 5,007,777.78 7,477,01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00,027.27 -7,503,716.60 4,637,788.37 -21,523,28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82,578.72 42,810,407.39 316,624,480.08 8,047,9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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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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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36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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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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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63% 3,192,453 0   

吴浩源 境外自然人 0.51% 2,561,991 0   

蔡浴久 境内自然人 0.31% 1,570,000 0   

缪军 境内自然人 0.30% 1,52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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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禅本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139,420 1,111,959   

KGI ASIA 

LIMITED 
境外法人 0.22% 1,111,959 0   

彭锐华 境内自然人 0.21% 1,05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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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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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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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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 

2018年，在中美贸易摩擦、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下，宏观经济指标下滑，与宏观经济关联性较高的包装、造纸

行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市场终端需求大幅下滑，供给侧延续2017年势头，2018年不但没减，反而新增，

可以投放市场的产能在增加，整个行业又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造纸行业整体呈现利润空间收窄的态势。 

（二）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依托“四新”和“严实透快”的核心理念，坚持三个“一以贯之”，瞄准“五个新动能”和寻求“四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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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降一升一控”为工作抓手，持续强化党建工作、努力探索战略变革、积极拓展外部市场、全面提升内部管

理水平、持续完善机构改革、加大研发投入、谋求提升经营效益。 

公司所处的白卡纸及相关产业领域，竞争格局激烈，供需发展不平衡。白卡纸板块，生产经营总体平稳，全年

实现产量51.3万吨，同比增加15%，销量48.3万吨，同比增加2.2%，价格同比增幅为6.63%，实现了逆势增长。

成本端，受主要原材料木浆价格持续高位影响，生产成本大幅上涨，致使纸业板块利润同比大幅下降，出现亏

损。印刷板块，通过积极吸引外部优质资源，丰富产业链等方式实现突破，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增加15%

和561%。化工板块，通过不断优化生产技术等措施，胶乳销量同比增加3%，收入同比上升2%，完成年初制定

的经营预算目标。虽然印刷与化工板块业绩良好，但纸业板块的亏损导致公司整体未能完成全年预算目标。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8,3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1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39,347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579,46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为197,095万元。 

（三）报告期内管理举措 

1、实施组织架构变革，优化薪酬分配与人才晋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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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员工能力与岗位要求

相匹配的目标，建立以业绩为导向的职位绩效薪酬体系。以“注重绩效、奖勤罚懒；鼓励创造，增创效益”的激

励分配原则对公司现有薪酬体系进行变革。建立职业晋升通道，每年对各层级技术、技能及管理人才按比例进

行综合评审，引导员工关注个人技能增长和能力的提升，有效地激励和稳定员工队伍，为企业未来的战略发展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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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四新”理念，严控期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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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拓展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

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控制汇率波动风险，财务费用同比降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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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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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白卡纸 
2,948,225,373.2

7 
149,605,735.68 5.07% 5.72% -57.08% -7.43% 

印刷品 300,249,287.80 66,689,633.12 22.21% 17.48% 80.41% 7.75% 

胶乳 340,511,671.17 82,087,112.39 24.11% -0.87% 52.93%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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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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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和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

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430,699,664.4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60,829,887.51 

应收账款 730,130,223.06 

应收利息 141,388.09 其他应收款 20,249,531.23 

其他应收款 20,108,143.14 

应付票据 8,530,196.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49,777,358.80 

应付账款 341,247,162.39 

应付利息 7,865,380.83 其他应付款 50,811,351.70 

应付股利 12,116,789.76 

其他应付款 30,829,181.11 

管理费用 125,476,808.28 管理费用 120,342,343.74 

研发费用 5,134,464.5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66,763,328.2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1,627,128.29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注] 735,773,715.8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20,909,915.83 

[注]：1)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14,863,8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

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

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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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昆山佛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已清算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法定代表人：任小平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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