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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3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7-023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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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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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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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42,323,68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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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盈森 股票代码 0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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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琳 刘会丰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新陂头村美盈森厂区

A 栋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新陂头村美盈森厂区

A 栋  

电话 0755-29751877 0755-29751877 

电子信箱 mys.stock@szmys.com mys.stock@szmy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轻型包装产品、重型包装产品及RFID电子标签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并为客户提供包装产品设计、

包装方案优化、包装材料第三方采购与包装产品物流配送、供应商库存管理以及现场辅助包装作业等包装一体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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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轻型包装产品和重型包装产品，其中轻型包装产品为轻型瓦楞包装产品和彩印产品，重型包装产品包

括重型瓦楞包装产品和重型复合包装产品。此外，公司还为客户提供第三方采购产品。公司主要客户覆盖电子通讯、智能终

端、食品饮料、保健品、家具家居、快递速运、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智能机器人、机械制造及虚拟现实等多个行业。 

 

2、公司主要业务模式 

公司始终以市场为驱动、以顾客需求为导向，于业内率先提出并构建了包装一体化服务模式，并通过持续的创新、总结，

不断夯实和完善了公司包装一体化服务模式。包装一体化服务是指由包装供应商完成客户产品包装相关的所有环节，即除了

提供包装产品，还提供包装产品设计、包装方案优化、包装材料第三方采购与包装产品物流配送、供应商库存管理以及辅助

包装作业等服务。作为包装一体化服务供应商，公司兼具传统包装产品生产商、设计服务提供商、采购服务商与物流服务商

的特点，从降低成本与提高效率两方面切入，为客户提供包装产品与服务。在销售模式方面，公司以销定产，经营业绩的主

要驱动因素是客户订单情况。因此，不断的开发新客户并成为客户的主力供应商是公司经营工作的重点。近年来，公司客户

开发工作卓有成效，从而实现了业务的持续增长。凭借在服务模式创新、技术研发、产品品质、经营管理以及制造平台等全

方位的竞争优势，公司赢得了众多世界级知名企业及国内细分行业领军企业的认可，成为他们的策略供应商或核心供应商。

2016年度，公司在客户开发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先后获得了福耀玻璃、优必选机器人、HTC、欣锐科技

等在内的众多高端客户的包装产品供应资质。新客户的不断开发，进一步丰富了公司高端客户资源，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增长

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对包装一体化服务模式的深化，公司通过实施包材整装供应平台的客户服务模式，推动成为公司新的

业务增长点。 

 

3、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属于包装产业五大子行业之一的纸质包装行业。国内包装产业经过30多年的建设发展，已建成涵盖设计、生产、检测、

流通、回收循环利用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较为完善的体系，分为纸质包装、塑料包装、金属包装等五大子行业。目前包装工

业已位列我国38个主要工业门类的第14位，成为中国制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关于加快我

国包装产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全国包装企业25万余家，包装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8万亿元，我国作为世

界第二包装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纸质包装作为包装产业的第一大子行业， 2015年产值约7,378亿元（数据来源：中商情

报网）。据Smithers Pira市场研究所预测，到2017年中国包装工业总产值可能接替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市场规模空间巨大。 

同时，我国包装印刷市场发展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成熟包装印刷市场产业高度集中的情况相比，呈现出“大市场、小

份额”的特点。近年来，随着上下游产业集中化程度不断加强，包装印刷企业之间的行业内部整合、集中度提升已开始加速。

公司作为行业内较早上市的企业之一，在服务模式、研发设计、制造平台、经营管理及产品品牌等方面已形成自身突出的竞

争优势，积累了众多世界知名品牌客户，在同行企业中享有较好的声誉。在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公司已取得先发

优势，整合优势资源的能力显著优于众多同行企业，公司有望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 

公司目前已经发展成为行业内的领先企业，竞争优势明显，具有众多优质的国内外客户资源，客户群广泛分布于电子通讯、

智能终端、食品饮料、保健品、家具家居、快递速运、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智能机器人、机械制造及虚拟现实等优势产业，

主要为世界级知名品牌企业或国内细分行业领先企业，其自身业务稳定，使得公司业务稳定，不存在周期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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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9,276,356.96 2,016,422,890.84 10.06% 1,563,222,28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397,139.15 220,482,825.97 1.32% 262,848,84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520,188.96 157,048,807.60 -3.52% 249,875,77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651,448.99 208,890,369.14 -52.29% 292,618,451.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42 0.1541 0.06% 0.18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42 0.1541 0.06% 0.18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6% 9.50% -1.24% 12.5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4,815,701,612.66 3,226,501,367.01 49.25% 2,934,158,49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59,887,942.95 2,376,536,975.06 66.62% 2,203,962,3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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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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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628,614.21 531,808,571.22 598,996,050.38 548,843,12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29,620.34 75,937,840.34 99,615,686.00 11,613,99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340,668.14 73,130,712.39 98,323,745.02 -55,274,936.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90,598.75 -22,850,596.93 110,371,285.40 -1,659,8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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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说明： 

2016 年第四季度净利润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如下： 

（1）收入环比有所下降； 

（2）2016 年第四季度，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原纸价格暴涨，公司与下游客户协商调价需要一段时间，导致公司毛利

率有一定的下降； 

（3）为保证对战略性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增加较多； 

（4）2016 年四季度应收账款增加较多，公司相应计提了坏账准备，并根据存货的情况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另外，公司四季度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相差较大主要系金之彩、汇天云网业绩未达预期，合计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6,941.37 万元，全部计入经常性损益；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494.63 万元，全部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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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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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鹏 境内自然人 42.44% 654,500,100 327,250,050 质押 341,956,863 

王治军 境内自然人 10.65% 164,289,120 82,144,560   

红塔红土基金

－浙商银行－

渤海国际信托

－美盈森平层

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3% 77,503,974 77,503,974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4% 45,386,493 0   

鞠成立 境内自然人 1.55% 23,976,960 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 17,189,200 0   

中国建设银行

－工银瑞信精

选平衡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14,955,6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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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主题策

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13,300,028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多策略

福享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0% 12,286,963 12,286,963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精

选蓝筹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8% 12,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海鹏为王治军之兄；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

金；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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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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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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了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缓中趋稳。包装产业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服务型制

造业，行业内领先企业凭借品牌、品质、服务、创新、供应链管理等优势，继续引领行业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并

引领整个产业继续发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瓦楞纸价格在2016年11月份开始出现暴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公司

当期经营成果。但经公司与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充分协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并未对公司产生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公司坚

定发展信心，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进行技术及产品创新，加强与客户的深度合作。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创意设计

中心，结合公司研发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高端制造平台生产工艺的持续改进，成功导入一批新客户，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

服务能力，取得了一定的经营成果，保持了持续发展势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1,927.64万元，同比增长10.06%；营业

成本156,568.96万元，同比增长5.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339.71万元，同比增长1.32%。 

2016年度主要工作情况： 

（一）持续推进服务模式创新，进一步提升公司服务水平 

凭借包装一体化等综合竞争优势，公司取得了领先的行业地位。并在发展中不断夯实公司竞争力、提升公司服务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设立美国子公司、成立创意设计中心等，贴近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成功导入了一批新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创意健康纸家具产品。创意健康纸家具作为公司主业包装印刷产品的衍生产品，与板式家具相比具

有独特的优势，主要面向包括幼儿园、特色班、学校、创业型企业、医院、家庭儿童房、大学毕业租房族等消费市场和场景。

公司将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力争将创意健康纸家具项目打造成为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在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积极

的社会效益，践行社会责任，为儿童营造健康环保的成长环境。 

（二）技术研发取得新成果，为企业发展提供新动能 

研发设计、工艺技术为公司服务模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提升公司产品附加值的重要基础。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研

发设计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提升，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完善了公司现有技术人才体系建设，更新了一批研发基础设施。报告期

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申报专利30项，获得专利授权37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2016年，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包装市场-美国

设立了研发中心，有利于公司引入包装产业国际性人才及拓展区域市场客户。2016年12月，东莞美盈森检测中心获得CNAS

实验室认可证书。同时，公司在为高端优质客户提供服务过程中，高端制造平台生产工艺进一步改善，对生产各个环节效率

提升作用明显，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研发设计能力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尤其在公司新客户开发及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等方面至关重要，为企业发展

提供了新动能。 

（三）积极推动新开发客户的订单放量，并贡献相应的收入和利润 

2016年度，公司大力推动新开发客户的合作，战略性客户合作前期磨合良好，订单开始放量，并贡献一定的收入和利润，

为进一步深度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开拓多行业新客户，为企业发展筑就新渠道 

伴随着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品牌化、集中度不断提升，纸品包装行业业务集中度也不断提升，公司作为行业领先企业，

具有技术先进、产能充足等诸多优势。2016年度，公司在客户开发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先后获得了福耀

玻璃、优必选机器人、HTC、欣锐科技等在内的众多高端客户的包装产品供应资质。上述多个行业新客户合作关系的建立，

为企业发展筑就了新渠道。 

（五）区域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为企业发展积蓄新载体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在华北设立天津美盈森，在华中设立长沙美盈森、郑州美盈森，结合公司原有区域布局情况，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已实现了在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长株潭经济圈的区域布局。新区域

主体的设立，有利于公司开拓区域市场，为企业发展积蓄了新载体。 

（六）完成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事宜，为企业发展提供新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12亿股，募集资金总额14.08亿元。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的到位为公司下一轮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有利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有序实施，从而形成新的

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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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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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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型包装产品 1,560,240,636.43 1,062,001,277.08 31.93% 19.27% 16.66% 1.52% 

重型包装产品 106,805,970.43 76,718,996.55 28.17% -13.89% -14.60% 0.60% 

第三方采购 508,655,789.44 422,971,440.80 16.85% -6.90% -11.60%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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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

加”项目 
董事会 税金及附加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

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

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

较数据不予调整。 

董事会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6,582,550.77元，调减管理费用本

年金额6,582,550.77元。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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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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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年度财务报告编制的基础上，公司本年度将郑州美盈森、天津美盈森、宜美供应链、长沙美盈森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本期公司设立郑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 年 2 月 1 日、7月5日完

成办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0184MA3X76AM0X、91120116MA05KC4D5B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按照相应的会计编制规则，公司本期将郑州美盈森、天津美盈森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本期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泸美供应链与宜宾市中小企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童晓燕分别以51%、20%、29%的比例

共同投资设立了四川宜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完成办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1500MA62A4NH0M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按照相应的会计编制规则，公司本期将宜

美供应链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本期由公司合资设立长沙美盈森智谷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完成办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30100MA4L7LK81D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公司持股75%；按照相应的会计编制

规则，公司本期将长沙美盈森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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