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512                           证券简称：中亚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5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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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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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7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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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股份 股票代码 3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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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强 朱峥 

办公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方家埭路 189 号 杭州市拱墅区方家埭路 189 号 

传真 0571-88011205 0571-88011205 

电话 0571-86522536 0571-86522536 

电子信箱 zydb@zhongyagroup.com zydb@zhongya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智能包装机械制造商，主要定位于设计、制造中高端的智能包装设备。公司主

营业务属于通用设备制造行业，主营产品包括各类灌装封口设备、后道智能包装设备、中空容器吹塑设备，公司还为客户提

供智能包装生产线设计规划、工程安装、设备生命周期维护、塑料包装制品配套供应等全面解决方案。公司生产的灌装封口

设备、后道包装设备及中空容器吹塑设备主要用于乳品、医疗健康、食用油脂、日化、调味品、饮料等生产的核心环节，包

括吹瓶/成型、灌装封口、后道包装。公司生产的塑料包装制品主要用于乳品饮料的包装。 

公司属于智能包装机械行业，下游行业主要为乳品、医疗健康、食用油脂、日化、饮料等行业。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下游行业总体保持增长趋势，新产品不断推出，包装形式不断变化，相应地带动了包装机械

需求持续增加。在乳品、医疗健康、食用油脂等行业，后道包装环节还存在着大量的人工装箱。随着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

本上升，用机器换人、实现自动化包装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公司研发的系列后道智能包装设备，也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品牌积累，公司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智能包装机械制造企业。相对于行业内其他企

业，公司具有以下特点：（1）具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及独特的核心技术，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是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的主

要起草人和重点技术项目的承担者。尤其在无菌技术能力方面，行业优势明显。由于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可以快速响

应客户的定制需求，提供满足其生产需要的包装设备。（2）拥有完整的产品系列，各类设备覆盖了成型、灌装、封口（封

切）、后道包装等主要包装工序，拥有较强的整线提供能力。公司设备适用于10升以下各类塑杯、塑盒、塑袋、塑瓶和塑桶

等包装形式，并能实现洁净型、超洁净型和无菌型三种等级的卫生要求，可以较好地满足客户对设备的不同需求。（3）拥

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及较强品牌影响力，下游行业主要企业均为公司客户，如乳品及饮料行业的达能集团、蒙牛乳业、伊利集

团、光明乳业、雀巢、娃哈哈、旺旺、三元食品、辉山乳业、现代牧业、新希望，食用油脂行业的中粮集团、益海嘉里，日

化行业的联合利华，医疗健康行业的亚宝药业、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天士力子公司）、海正药业、恒瑞医药、

汤臣倍健等。 

公司部分设备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同行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并已逐步具备与国际主导企业竞争的实力。凭借良好的性

价比优势，在国内市场实现进口替代。随着公司研发能力的持续提升及市场的不断拓展，公司将在巩固乳品行业的同时，不

断提升在其他行业的影响力及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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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636,239,167.94 586,595,098.36 8.46% 519,765,66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073,178.57 133,681,705.43 20.49% 125,070,70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966,395.57 122,959,392.01 26.03% 116,250,52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732,225.67 117,311,050.99 62.59% 178,351,799.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78 -10.26% 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78 -10.26% 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6% 28.79% -12.33% 30.8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039,833,345.82 1,063,595,486.89 91.79% 926,073,70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37,829,762.96 507,876,120.90 163.42% 468,839,080.4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5,683,098.62 185,810,462.72 164,414,341.39 160,331,26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94,730.23 45,385,575.38 42,600,879.70 41,391,99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299,272.91 42,963,651.57 42,870,715.91 37,832,75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30,354.85 53,243,235.32 51,301,875.00 104,417,4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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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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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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1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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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沛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53% 104,040,044 104,040,044   

徐满花 境内自然人 10.18% 27,483,908 27,483,908   

史中伟 境内自然人 9.86% 26,621,256 26,621,256   

杭州富派克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7% 13,420,080 13,420,080   

史正 境内自然人 3.69% 9,970,492 9,970,492   

邵新园 境内自然人 1.32% 3,559,950 3,559,950   

杭州高迪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 3,479,962 3,479,962   

李戈 境内自然人 1.27% 3,440,070 3,440,070   

宋有森 境内自然人 1.11% 2,991,128 2,991,128   

周建军 境内自然人 0.56% 1,499,918 1,499,9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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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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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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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623.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6%；实现净利润16,107.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49%。  

一、技术研发工作 

公司实施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战略，推进公司的整体创新步伐。公司坚持产品系列化、研发深度化、技术自有化的发展

方向，围绕卫生高洁净程度、超高产能、功能集成化、设备成套化及低碳环保等方面进行产品研发，推动企业的产品从“国

内领先”向“国际先进”提升。 

2016年公司完成17项整机创新项目。报告期内，公司新取得授权专利共94项，其中发明专利45项，实用新型专利43项，

外观设计专利6项。2016年，公司作为主要起草人的6项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予以发布。 

二、销售拓展工作 

公司通过巩固老客户、培育新客户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公司在保持国内乳品包装机械行业领先地位的同

时，在其他行业也有较好的表现。 

三、塑料容器业务 

2016年4月，公司子公司杭州中亚瑞程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在金华设立分公司，公司塑料容器业务得到进一步拓展。总分

公司在资金、业务、人员、管理等各方面统一协调，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提升了塑料容器的生产效率，更好地满足了客户的

需求。 

四、产业链延伸 

公司作为国内智能包装机械行业的领先企业，在无菌、节能、高效、集成化的设备研发方面具有较强实力。为了加强公

司技术储备，丰富公司的产业链，公司投资2,440万元持有宁波中物光电杀菌技术有限公司30%股权，投资600万元持有杭州

汇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股权。通过上述投资，公司增强了冷杀菌技术和视觉技术的储备，提升公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同时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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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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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包装设备 469,418,645.05 219,569,912.56 53.23% 12.28% 6.63% 2.48% 

塑料包装制品 99,323,931.35 70,797,832.94 28.72% -11.29% -8.50% -2.17% 

配件及其他 66,899,793.62 27,969,025.33 58.19% 19.73% 6.76%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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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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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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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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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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