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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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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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年 2月 18日完成回购股份，共计回购股份 28,749,998股，详见公司《关于回购

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临 005）。2020年 3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9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户除外)每 10股派

送 0.28元（含税）现金红利，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4,791,832.4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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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豪高新 60043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映辉 魏璐沁 

办公地址 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313号 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313号 

电话 0759-2820938 0759-2820938 

电子信箱 yyh-ghgx@chinapaper.com.cn wlq@chinapaper.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热敏材料、不干胶标签材料、热升华转印纸以及无碳纸等产品的国内大

型特种纸企业，是以“涂布”技术为核心的行业领军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热敏材料、不干胶标

签材料、热升华转印纸、无碳纸等。未来，公司将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技术研发为抓手，

积极拓展环保新材料领域。 



热敏材料主要应用于票据、标签、传真、收银以及 ATM 用纸等领域。其中，公司自主研发的

三防特种热敏纸在中国体育彩票、中国福利彩票、民航登机牌等高端领域市场份额较大，新推出

的膜基热敏材料在医疗行业应用广受好评。 

不干胶标签材料主要应用于物流、医药、日化、食品以及酒类等行业的可变信息标签、防伪

标签以及基础标签等。 

热升华转印纸主要应用于纺织品、瓷器、建材等领域。目前，公司热升华转印纸在数码印花

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以优异的品质连续 3 年占据国内市场行业前列。 

无碳纸主要应用于税务、邮政、银行以及商业等行业领域。自 1996 年至今，公司被国家税务

总局、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选定为增值税专用发票无碳纸主要供应商。 

（二）经营模式 

公司秉承“品质展现价值”的企业文化，坚持“共赢共创”的经营理念，继续发挥在国内特

种纸生产制造领域的优势，实施增长型发展战略，做大做强以纸、膜为基材的涂布新材料及相关

产业，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技术、产品、配送、质量等全方面服务，致力成为全球综合实力最强

的特种纸企业。 

公司拥有高效、完善的生产运营体系，分别在广东湛江、珠海以及浙江平湖建立 3 个生产基

地，拥有 2 条原纸生产线和 12 条涂布生产线，原纸产能 18.5 万吨，涂布产能 25 万吨。为充分适

应市场和满足客户需求，公司在华北、华东、华南等重要市场进行布局，在全国大中型城市设立

8 个销售办事处，在天津、平湖、广州及湛江建立 4 个分切配送中心，销售和服务网络覆盖全国

各地，产品远销至欧洲、美洲及东南亚等地区。 

（三）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加剧，国际贸易增长缓慢，外部环境复杂

严峻。根据中国造纸协会预测，2019 年国内纸及纸板生产总量约为 10,370 万吨，同比下降约 0.6%，

国内纸及纸板表观消费量约为 10,260 万吨，同比下降约 1.7%。中国造纸行业整体信心不足，购销

不旺，价格低迷，但国内整体产销形势基本面没有改变，商品纸浆需求总量未减少，纸及纸板生

产和消费总量基本持平。随着国内造纸产能逐步释放，导致现阶段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行

业整体盈利水平下降。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国特种纸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过去 10

年依旧保持稳定增长。特种纸有别于文化纸、包装纸、生活用纸等纸种，其用途广泛、品类繁多，

与人民日常消费息息相关，受终端市场影响较大。 

1.热敏纸 



报告期内，国内热敏纸市场需求保持增长。其中，标签热敏纸及普通热敏纸市场需求随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而保持稳定增长；彩票热敏纸受彩票新政及体育小年影响，需求同比有所下

滑；快递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但受快递面单规格大幅缩小的影响，快递热敏纸需求同比基本持

平。在木浆、关键化工料价格不断下滑的影响下，国内热敏纸价格整体呈下滑趋势，供大于求。

在汇率波动及国际新产能释放的影响下，出口受限，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热敏纸市场供需矛盾。 

2.热升华转印纸 

近几年，在个性化、绿色环保、印花成本不断降低等因素的推动下，热升华转印纸整体市场

需求保持每年 20%以上的增长速度。报告期内，市场需求仍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是行业旺季，

国内热升华价格保持相对平稳，下半年在木浆价格下滑、整体供大于求的影响下，价格呈现下滑

趋势。 

3.不干胶标签 

不干胶标签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日化、食品、饮料、医药、物流和商超等众多领域

均有较大需求，近些年一直保持 7%以上的年增长率。随着我国消费升级，人民对消费品的品质要

求越来越高，不干胶标签具有印刷性能好、品类多、高速贴标等优势，已被越来越多企业所采用。

随着国家产业整合、绿色环保等管控措施的相继出台，标签印刷行业产能集中度逐步提高，客户

更加注重个性化和环保需求，调整与机遇并存。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央企和上市公司背景

的标签方案解决供应商，在技术储备、生产工艺、渠道拓展和售后服务等方面潜力明显。 

4.无碳纸 

在电子化、热敏化影响下，无碳纸需求不断下滑，尤其在医疗票据、财税票据电子化的推动

下，用于票据的无碳纸需求下滑较快。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不断下滑，无碳纸价格相应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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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940,970,190.50 3,970,775,069.07 -0.75 3,829,545,031.09 

营业收入 2,594,768,713.06 2,550,155,230.52 1.75 2,059,907,535.5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0,325,142.70 109,215,647.43 55.95 52,790,214.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8,253,390.19 90,765,733.33 63.34 54,782,957.3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665,883,601.50 2,627,383,818.57 

1.47 

2,534,695,271.9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1,217,258.38 189,414,262.75 

16.79 

76,848,359.9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 0.09 44.44 0.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 0.09 44.44 0.0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40 4.23 

增加2.17个百分

点 
2.0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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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514,319.28 656,950,996.67 608,165,268.60 721,138,12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925,041.35 38,933,240.52 37,739,092.38 77,727,76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5,168,599.22 38,318,725.90 37,310,434.94 57,455,63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693,176.19 117,883,409.59 4,471,715.41 106,555,3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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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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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

司 

  331,766,50

3 

26.1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63,900 77,595,101 6.1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27,796,898 27,796,898 2.19   无   其他 

蒋艳菊 2,382,300 18,316,424 1.44   无   境内自然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4,732,100 14,087,100 1.11   无   国有法人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

司 

  13,372,720 1.05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12,386,720 0.97   无   国有法人 

周峰   10,780,000 0.85   无   境内自然人 

乔通   10,046,242 0.79   质押 10,04

6,242 

境内自然人 

边玉兰   8,400,000 0.66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同为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前 10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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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4,768,713.06 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1.75%；实现净利润

166,811,217.0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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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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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同时，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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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主

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和金额)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分开列示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分开列示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董事会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开列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本期

金额分别为 341,141,680.19 元、

314,945,490.82 元，上期金额分别为

224,926,021.75 元、379,089,693.03

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开列

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分别为 79,000,000.00 元、

300,909,574.93 元，上期金额分别为

132,710,900.00 元、339,069,970.07

元。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财政部修订后新金融工具准

则。 

董事会 
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

行调整无变化，调整前后金额一致。 

其他说明：本公司自 2019 年 6月 10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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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湛江冠豪纸业有限公司、浙江冠豪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广东冠豪新港印务有限公司等 6 家

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