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代码：600836                                                  公司简称：界龙实业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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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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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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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龙实业 60083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正官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中路2112号（界龙总部园5楼）   

电话 021-58600836   

电子信箱 irm@jielongcor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目前公司经营领域主要涉及印刷业务及房地产业务。印刷业务是公司的主要业务板块，主要

包括包装印刷、出版印刷及其他印刷业务，其中以包装印刷业务为主，主要为食品、饮料、电子、

医药、电器、通信、日用化工等行业提供包装印刷服务。房地产业务主要以配套商品房、普通商

品房以及配套商业地产开发与销售为主，房地产业务主要通过下属子公司完成，房地产业务市场

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和扬州市，其中上海市主要以配套商品房、普通商品房及其配套商业地产的开

发和销售为主，扬州市主要以普通商品房和商业地产开发和销售为主。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印刷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分类为“印刷

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印刷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印刷业技

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包装印刷企业经营模式通常为“产品直销、以销定产”方式，同时由于存在供应商资质认定

制度，因此首先需要获得客户认定的合格供应商资质，然后由客户提出产品要求或企业为客户设

计包装方案，包装印刷企业根据客户订单制定生产工艺，组织生产和进行销售。另外由于包装印

刷行业具有固定的销售半径，因此在具有销售半径的特征下，建立一整套的标准化管理是实现销

售最大化、成本节约化的经营模式。 

我国印刷业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目前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个比较发达的印刷

区域产业带，三个区域印刷行业的总产值约占我国印刷行业总产值的 3/4。该行业的周期性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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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性特征主要体现为包装印刷下游应用行业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征。目前中国包装印刷产品大量

应用于电子、通信、家电、医药、食品、轻工、机械等行业。因此上述行业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将

影响包装印刷行业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征。由于公司目前的客户结构分散于前述下游行业，因此

总体而言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征。 

近年来，全国规模印刷企业（销售收入 5,000 万元以上）逐年增加，占比逐年提升。2017年，

规模印刷企业的总产值占比近 6成，利润占比近 7成，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在 2017年的百强榜

中，主营包装印刷企业 64 家，涉及包装印刷业务的企业 77家，包装印刷产值占印刷行业总产值

约 77%，竞争加剧。 

在经营规模方面，公司在沪、深两市纸类包装印刷业上市公司中排名前列。经过多年发展，

公司已经成为全国纸类印刷门类齐全、品种丰富、技术先进的龙头印刷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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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428,454,783.24 3,477,054,907.50 -1.40 3,404,283,562.01 

营业收入 1,361,503,783.25 1,334,133,926.51 2.05 1,733,092,23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809,343.10 32,282,087.72 -136.58 -10,983,42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895,482.67 -23,727,415.14   -23,613,64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70,559,239.90 892,309,879.40 -2.44 860,027,79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1,135,306.01 178,615,594.63 -26.58 358,978,041.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8 0.049 -136.73 -0.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8 0.049 -136.73 -0.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4 3.68 

减少5.02个

百分点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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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939,189.78 322,336,125.86 291,555,982.55 334,672,48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85,198.45 3,393,053.75 -5,606,263.86 -16,481,33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703,553.85 2,485,328.01 -9,652,702.92 -18,431,661.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04,404.36 18,121,072.99 57,381,928.83 100,136,708.5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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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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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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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界龙集

团有限公司 
1,506,400 180,468,652 27.23 

  
质押 180,468,652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姜胜军   4,240,082 0.6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项英良   3,538,000 0.5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玉龙   2,910,000 0.4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洪朝晖   2,597,600 0.3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倪桂娥   2,443,948 0.3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强文茹   1,741,900 0.2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吕强   1,235,500 0.1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宋诚   1,155,200 0.1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汤泽春   1,111,000 0.1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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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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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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6,15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737万元，增长 2.05%，其中

彩印包装装潢主营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 7,199万元，增长 7.85%，房地产板块主营业务收入

比去年同期减少 5,180 万元，下降 16.01%。 

经营业绩方面，公司 2018年度经营亏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0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4,409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比去年同期减少股权转让

收益，公司 2017年发生股权转让收益 4,745万元，2018年无股权转让收益，扣除此因素，2018

年利润同比增加 336万元。 

本年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 

1、公司新投资的纸浆模塑包装产品项目及干压纸模产品项目由于处于产品开发、前期市场开

拓及业务导入阶段，尚未开始批量生产，故两项目 2018年合计产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3,543万元；印刷包装板块其他公司 2018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2,536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557万元。 

2、公司下属房产项目公司上海鹏林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动迁安置房已经建设完工，但由于政

府动迁房配套资金没有按期到位，项目无法按协议约定交房，所以 2018年度该项目未能实现销售，

同时该项目发生的借款利息等支出在 2018年度均进行了费用化，产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亏损 1,078万元。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361,503,783.25 1,334,133,926.5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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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1,086,582,460.48 1,117,862,023.07 -2.80 

销售费用 58,081,771.95 59,495,960.39 -2.38 

管理费用 150,444,665.72 105,696,772.42 42.34 

研发费用 21,907,073.95 18,902,131.55 15.90 

财务费用 47,178,141.70 33,070,305.77 4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135,306.01 178,615,594.63 -26.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836,546.19 -72,758,645.13 -246.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09,034.48 -56,324,932.81 169.43 

 

2. 收入和成本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工业 989,296,857.82 846,557,976.02 14.43 7.85 5.78 增加 1.68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 271,822,141.57 212,460,364.18 21.84 -16.01 -19.34 增加 3.23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彩印包装

装潢 
989,296,857.82 846,557,976.02 14.43 7.85 5.78 增加 1.68个百分点 

房地产 271,822,141.57 212,460,364.18 21.84 -16.01 -19.34 增加 3.23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华东地区 1,231,152,267.92 1,045,296,468.82 15.10 3.27 1.06 增加 1.86个百分点 

华南地区 27,830,627.97 23,781,954.32 14.55 56.64 55.80 增加 0.46个百分点 

华北地区 43,174,340.41 39,205,351.44 9.19 87.06 97.54 减少 4.82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 5,298,152.27 4,417,957.88 16.61 -18.38 -20.12 增加 1.82个百分点 

西南地区 15,349,081.36 12,934,896.34 15.73 12.73 11.01 增加 1.30个百分点 

西北地区 2,321,438.34 1,946,494.14 16.15 -16.32 -17.94 增加 1.65个百分点 

国外 72,311,224.35 61,523,827.33 14.92 -24.28 -23.29 减少 1.10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以上数据公司内各业务分部未相互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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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适用 □不适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

年增减（%） 

销售量比上

年增减（%） 

库存量比上

年增减（%） 

彩印纸盒（万印张） 8,135 8,258 520 4.13 5.53 -19.13 

食品饮料包装（万个） 231,116 237,844 14,746 7.21 16.36 -31.33 

票据账单（万份） 21,865 21,518 1,576 -20.11 -31.41 28.23 

包袋产品（万个） 13,819 12,575 3,775 11.63 6.93 49.15 

 

(3).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

况 

说

明 

工业 直接材料 526,107,504.13 61.12 477,560,382.61 58.81 10.17  

工业 委外加工费 104,807,267.49 12.18 97,859,173.01 12.05 7.10  

工业 人工成本 98,766,412.48 11.47 101,212,039.53 12.46 -2.42  

工业 折旧费 51,255,793.04 5.95 57,394,831.79 7.07 -10.70  

房地产业 
建筑安装工

程费 
104,399,149.24 43.95 128,574,391.01 44.62 -18.80  

房地产业 土地成本 68,696,004.78 28.92 94,682,737.36 32.86 -27.45  

房地产业 
基础、配套

工程费 
20,271,875.02 8.53 22,185,680.37 7.70 -8.63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

况 

说

明 

彩印包装

装潢 
直接材料 526,107,504.13 61.12 477,560,382.61 58.81 10.17   

彩印包装

装潢 
委外加工费 104,807,267.49 12.18 97,859,173.01 12.05 7.10   

彩印包装

装潢 
人工成本 98,766,412.48 11.47 101,212,039.53 12.46 -2.42   

彩印包装

装潢 
折旧费 51,255,793.04 5.95 57,394,831.79 7.07 -10.70   

房地产 
建筑安装工

程费 
104,399,149.24 43.95 128,574,391.01 44.62 -18.80   

房地产 土地成本 68,696,004.78 28.92 94,682,737.36 32.86 -27.45   

房地产 
基础、配套

工程费 
20,271,875.02 8.53 22,185,680.37 7.70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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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析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24,055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7.67%；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

额 0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28,412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28.20%；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

采购额 16,531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16.41%。 

 

3. 费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58,081,771.95 59,495,960.39 -2.38 

管理费用 150,444,665.72 105,696,772.42 42.34 

研发费用 21,907,073.95 18,902,131.55 15.90 

财务费用 47,178,141.70 33,070,305.77 42.66 

管理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成立新公司相应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公司本年比去年同期增加费用化利息支出所致。 

 

4.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21,907,073.95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0 

研发投入合计 21,907,073.95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61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83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4.10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0 

 

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现金流 

√适用 □不适用  

2018年 1-12月合并报表现金流量表显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3,113.53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183.65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910.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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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4,748.03万元，主要是本年比去年同期

减少房地产项目预收房款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17,907.79万元，

主要是本年比去年同期增加购建房屋及购买设备支出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

同期增加 9,543.40万元，主要是本年比去年同期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

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预付款

项 
6,695,634.21 0.20% 4,652,203.80 0.13% 43.92%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下属子公司本年增加预

付房屋租金所致 

其他流

动资产 
79,556,148.84 2.32% 41,951,460.79 1.21% 89.64%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下属子公司年末比年初

增加增值税留抵税额所

致 

长期应

收款 
447,815.65 0.01% 30,165,467.65 0.87% -98.52%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下属房产公司收回住宅

物业保修金所致 

在建工

程 
203,513,105.60 5.94% 80,661,875.92 2.32% 152.30%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下属子公司本年增加厂

房及机器设备投资所致 

长期待

摊费用 
27,195,110.44 0.79%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下属子公司本年增加租

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其他非

流动资

产 

11,755,339.29 0.34% 18,053,988.30 0.52% -34.89%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下属子公司本年减少预

付工程款所致 

一年内

到期的

非流动

负债 

236,431,279.72 6.90% 19,855,575.03 0.57% 1,090.76%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下属子公司部分长期借

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长期借

款 
150,370,000.00 4.39% 296,000,000.00 8.51% -49.20%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下属子公司部分长期借

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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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长期应

付款 
49,891,430.42 1.46% 9,200,418.23 0.26% 442.27%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下属子公司本年增加融

资租赁及售后回租业务

所致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7,601,940.30 保证金等 

存货 578,570,000.00 抵押借款 

固定资产 23,418,729.58 抵押借款 

在建工程 146,609,991.69 抵押借款 

无形资产 35,014,598.60 抵押借款 

投资性房地产 40,824,606.73 抵押借款 

合计 842,039,866.90  

 

3.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印刷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分类为“印

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目前相关部门尚未制订相应的行业披露指引。关于行业相关经营分析详

见本报告第三节“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说明”。 

 

(五)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在被投资单位

持股比例(%) 

上海解放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 

上海界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 

上海辰光置业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10.00 

上海凯石界龙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64,650.50 53,834.08 518,484.58 38.00 

上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0 33,086.76 33,086.76 20.00 

大家智合（北京）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2.48 

青岛朗夫包装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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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千叶药品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420,606.71   420,606.71 0.13 

江苏恩福赛柔性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6.36 

合计 42,885,257.21 86,920.84 42,972,178.05  

报告期内对外股权投资增减变动原因如下： 

1、上海凯石界龙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本期发生额。 

2、上海龙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本期发生额。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于 2018年 2月 12日召开第八届第十七次董事会会议、3月 7日召开 2018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投资新建干压纸模产品项目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昆

山市常欣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常欣”）共同投资人民币 1.5亿元在上海、昆山、

重庆、合肥、姜堰等地区新建干压纸模产品项目。公司于 2018年 3月 15日注册成立了上海界龙

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派帝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其中：本

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4,500 万，占该公司 75%股权，昆山常欣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0万，占该公

司 25%股权。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出资 3,600万元、昆山常欣出资 1,200万元，上海

派帝乐实收资本为 4,800万元。 

根据项目规划，上海派帝乐于 2018年 4月分别在昆山、重庆、合肥、姜堰注册成立了法人独

资公司，分别为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 万元；界龙派帝

乐包装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00万元；安徽省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万元；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800万元。公司规划昆山为公司的模具中心，重庆、合肥、姜堰为公司生产销售纸塑产品的

主体，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上述四家公司已分别收到投资款 600万元、464 万元、478万元、

551万元，上海派帝乐及其子公司开办期已结束。 

2、公司于 2018年 3月 22日召开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设立上海

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在上海浦东地区

设立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柒壹壹壹”），拟开展文化创意园区

开发运营为主的文化创意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推进公司文化创意园的开发建设。柒壹壹壹于

2018年 5月 28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为法人独资公司，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已收到投资款 200万元。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六)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不适用  

 

(七)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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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资产规模 净利润 

上海外贸界龙彩印

有限公司 

印刷各类包装、装潢、书刊，

商标印刷，纸箱、纸盒等 

彩色纸箱、纸盒，

出口图书等 
12,800.00 29,542.31 1,250.60 

上海界龙永发包装

印刷有限公司 

包装装潢及商标印刷，书刊、

杂志印刷等 

香烟包装盒，糖

果包装等 
8,500.00 24,383.40 16.05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

有限公司 

书刊制版、书刊印刷、书刊装

订等 
书刊印刷装订等 5,000.00 21,469.46 507.59 

上海界龙中报印务

有限公司 

书刊印刷，书刊排版，包装印

刷物资及器材的销售，纸制品

的加工及销售等 

报刊印刷等 2,580.00 5,602.84 482.19 

上海界龙现代印刷

纸品有限公司 

纸制品，商业表格处理设备的

印刷业务等 

电脑打印纸，信

封等 
6,000.00 7,411.91 292.01 

上海界龙浦东彩印

有限公司 

出版物印刷、包装印刷、其他

印刷，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

理等 

包装印刷、自有

房屋出租，物业

管理等 

2,700.00 7,097.61 771.60 

上海界龙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产物业管

理、租赁，承接装潢业务等 
商品房开发等 18,000.00 180,803.33 1,433.36 

上海界龙联合房地

产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建筑材料、建筑五金等 
商品房开发等 6,000.00 11,511.40 -114.35 

浙江外贸界龙彩印

有限公司 
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等 

彩色纸箱、纸盒

等 
15,000.00 18,654.68 -157.30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生产、销售可塑纸制品

等 
可塑纸制品等 7,000.00 10,001.19 -2,051.75 

上海界龙派帝乐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纸塑制品、纸制品、包装材料

等 
纸塑制品等 6,000.00 9,988.22 -1,989.19 

 

(八)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与上海凯石界龙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年 3月 30日共同注册投资成立了上海御

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御龙投资”），御龙投资由 2名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共

计认缴出资人民币 1亿元整，其中：公司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9,700 万元，认缴比例

为 97%；上海凯石界龙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300万元，认缴比

例为 3%。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御龙投资共收到货币出资款 2,85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2764.50

万元，实际出资比例 97%；凯石界龙出资 85.50万元，实际出资比例 3%。 

本公司将结构化主体御龙投资纳入合并范围，因公司董事长费屹立是御龙投资委派代表，负

责具体执行御龙投资事务；同时公司对御龙投资的投资业务具有决策权；御龙投资投资方向系与

公司主业印刷、包装相关的高科技高成长企业；公司对御龙投资承担和获得与投资相应的可变风

险和收益，本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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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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

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

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

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

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

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

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211,787,594.41 元，上

期金额 221,263,775.94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383,386,248.82 元，上

期金额 494,580,273.84 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470,039.98 元，上期

金额 470,039.98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

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21,907,073.95 元，上

期金额 18,902,131.55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

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 0

元，上期金额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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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环亚纸张公司 

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印铁制罐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光明信息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界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日月置业有限公司 

扬州界龙名都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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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鹏裕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永杰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德意嘉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文英商业表格和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联合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鹏丰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鹏林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御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浙江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安徽省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费屹立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 3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