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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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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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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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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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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包装 60196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逸凡 王鹏 

电话 021-56766307 021-56766307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罗东路1818号 上海市宝山区罗东路1818号 

电子信箱 ir@baopackage.com ir@baopackag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840,506,692.53 5,592,868,879.17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02,813,818.82 2,049,059,427.57 2.6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329,028,910.24 118,979,811.48 176.54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2,565,439,954.46 2,504,824,862.76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0,354,462.68 15,558,200.31 22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1,847,158.28 7,944,009.93 426.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3 0.78 增加1.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2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2 20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7,8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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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6.44 470,368,593 0 无 0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30 19,198,718 0 无 0 

宝钢集团南通线材制品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5 9,599,359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天弘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8,374,700 0 无 0 

黄濆花 境内自

然人 

0.67 5,588,934 0 无 0 

朱淑杰 境外法

人 

0.65 5,379,000 0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二户 

其他 0.50 4,166,664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0 4,145,143 0 无 0 

杨志杰 其他 0.28 2,315,900 0 未知 2,315,9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弘云端生活优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其他 0.28 2,292,100 0 无 0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宝钢集团南通线材制品有限公司为宝钢金属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宝钢金属有限公司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同

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急剧变化，金属包装市场总体仍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针对这种

情况，公司调整了经营策略，采取优化产品结构、严控成本、现金流控制等措施，以果断的决策

扭转了不利局面。 

公司核心客户的销售稳中有进，持续保持产销量和份额的稳步上升，同时通过新产品开发，

在细分市场均取得一定成绩，提升了市场份额；公司持续推进一体化架构，加强协同效应，从销

售、采购、制造、费用等多个方面着力进行营运改善，推进智能制造，强化市场营销，在开拓客

户、降低产品单耗、优化内部管理和产能布局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稳固、提升了公司的市

场地位。 

中国市场目前消费升级趋势不断加快，新零售正在倒推新制造时代的到来。在新制造时代必

须兼顾环境保护的指导思路下，金属包装因其高品质、可回收、更环保等特性，迎来了新的发展

契机。随着国家环保管控力度的持续加强、金属包装产品的推陈出新，中国金属包装行业未来持

续发展空间巨大。 

公司金属饮料罐业务：巩固了产品的市场优势，通过复合型增长模式，持续推动产能布局优

化，填补战略空位，实现区域内竞争优势。 

公司包装彩印铁业务：挖掘印铁业务的“纽带”作用，推动印铁业务转型，向下游和新印铁

业务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加强项目研发，制定的相关技术标准已应用于客服技术

服务，实现了公司与客户的双赢。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自 2019年 1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

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

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企业需考

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贷

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新套期会计模型加强了企业风险管理与财务报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套期工具及被套期项目

的范围，取消了回顾有效性测试，引入了再平衡机制及套期成本的概念。  

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更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利润表中，“研发费用”项目除反映进

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外，还包括了原在“管理费用”项目中列示的自行开发无

形资产的摊销；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所有者

权益无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曹清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