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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2                 证券简称：中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2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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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情况：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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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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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道包装等。公司生产的塑料包装制品主要用于乳品饮料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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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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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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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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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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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行业的江中食疗、五芳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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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685,988,368.57 636,239,167.94 7.82% 586,595,09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810,758.70 161,073,178.57 15.36% 133,681,70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580,483.16 154,966,395.57 0.40% 122,959,392.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718,467.46 190,732,225.67 -30.94% 117,311,05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70 -1.43%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70 -1.43%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5% 16.46% -2.91% 28.7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104,537,127.35 2,039,833,345.82 3.17% 1,063,595,48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3,794,106.54 1,337,829,762.96 4.93% 507,876,1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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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1,087.95 196,386,002.84 172,306,518.22 182,234,75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702,497.61 50,925,291.39 52,225,240.39 45,957,72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695,308.13 44,033,696.71 43,637,057.59 37,214,42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6,721.79 65,448,524.79 44,054,570.50 25,712,0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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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1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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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徐满花 境内自然人 10.18% 27,483,908 27,483,908  0 

史中伟 境内自然人 9.86% 26,621,256 26,621,2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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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史正 境内自然人 3.69% 9,970,492 9,970,4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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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宋有森 境内自然人 1.11% 2,991,128 2,991,128  0 

周建军 境内自然人 0.56% 1,499,918 1,499,918  0 

史凤翔 境内自然人 0.37% 997,110 997,110  0 

宋蕾 境内自然人 0.37% 997,110 997,1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徐满花系史中伟之配偶，史正系史中伟、徐满花之子，宋蕾系史正之配偶，

宋有森系史正之岳父。周建军系徐满花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史凤翔系史

中伟之兄。沛元投资系史中伟、徐满花、史正三人共同投资的境内非国有法

人。史正系杭州富派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杭州高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并担任两家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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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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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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598.84万元，较2016年增长7.82%；实现净利润18,581.08万元，较2016年增长15.36%。 

1、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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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开展智能AGV小车、自动

售货机等项目研发，丰富产品种类，扩大市场范围。  

2017年公司共进行全自动无菌型塑杯灌装封口机等各类新设备和新技术的研发66项。新取得授权专利共42项，其中发明

专利30项。新获软件著作权5项。公司作为主要起草人的4项国家标准予以发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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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日化行业、医药行业、食品行业、调味品

行业、饮料行业客户都拓展了新客户。在保持国内乳品包装机械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其他行业市场得到进一步开拓。 

3、塑料容器业务 

2017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亚瑞程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亚瑞程”）在河南周口设立分公司，塑料容器业

务客户所处行业获得拓展，市场进一步扩大，区域布局更加完善。 

4、投资情况 

(1) 2017年5月，公司出资5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杭州中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通过此项投资，公司将进一步满足下游

客户对整体生产线解决方案的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 

(2) 2017年7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亚瑞程出资100万元，参与设立宁波柔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占注册资本的20%。

此项投资主要是看重印刷电子行业广阔的发展前景。公司拥有扎实的生产智能包装设备的技术基础，通过与各投资方的合作，

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拓展智能包装设备业务，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收入增长，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3) 公司募投项目开展顺利，一期工程已完成建设，将于2018年6月前投产使用，二期工程预计于2019年建成使用。 

(4) 为充分提高公司资金收益率，公司在做好流动资金安排、满足经营需要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

买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全年实现投资收益3,097.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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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包装设备 514,793,496.75 248,439,341.53 48.26% 9.67% 13.15% -4.97% 

塑料包装制品 83,524,935.67 19,845,524.72 23.76% -15.91% -71.97% -4.96% 

配件及其他 87,130,150.91 53,236,522.21 61.10% 30.24% 90.3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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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报

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

置收益”。由于2016年度不存在该项会计政策变更所涉及的交易事项。故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2017年度财务报表的可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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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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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通过新设方式增加杭州中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中伟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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