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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2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2019-007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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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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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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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底的公司总股本 905,779,3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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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众成 股票代码 00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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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丽秀 楚军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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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泰山路 1号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泰山路 1号 

电话 0573-84187845 0573-84187845 

电子信箱 sec@zjzhongda.com sec@zjzhongd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多层共挤聚烯烃热收缩薄膜（简称POF热收缩膜）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POF热收缩膜，按具体用途及工艺可以细分为POF普通型膜、POF交联

膜、POF高性能膜3大类8个系列。POF热收缩膜主要由线性低密度聚乙烯、共聚聚丙烯等原材

料通过挤出机加热塑化，经过环状模头挤出母膜，冷却后再经加热并双向拉伸等特殊工艺加

工而成，主要应用于各类食品、饮料、日用品、化妆品、文教用品、图书音像制品、医药产

品、电子产品、工艺品、通讯器材、五金工具等的外包装，以及各类轻小型产品的集合性包

装，属于功能性、环保型的塑料包装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主要从事热塑性弹性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及其改性产品。包括：非加氢类SBS、SIS等；部分加氢类

SEBS、SEPS、SEP；极性化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按具体用途可以细分为高等级道路沥青改

性、鞋材、通讯、汽车、建筑、医疗器械；主要工艺包括精制、聚合、加氢、凝聚、后处理、

公用工程等。 

POF热收缩膜对于原材料品质要求较高，公司所需原材料（主要为PP、PE）主要直接向专

业生产厂商直接采购。热收缩膜产品大多数为非标准化产品，因此公司采取 “以销定产”的

生产模式，由客户提出产品的具体要求，公司根据客户订单组织生产、检验并交货。在销售

模式方面，由于热收缩膜产品应用市场广泛，需求量比较分散，且单个客户的需求量相对较

小，因此境外销售，公司基本采取经销模式，美国市场则由美国子公司开拓直销客户市场；

境内销售，公司同时采取直销和经销两种模式，但以直销为主。 

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品种多，应用领域广。不同产品和应用领域客户大小差别大销售

模式根据产品类别及其应用范围特点采取不同的营销模式，如采取经销商代理和直供相结合

模式；客户直供，小客户采取经销商代理分销模式。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POF热收缩膜三大类产品占当期销售收入的比重为64%左

右，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众立合成材料的热塑性弹性体占当期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35%左右，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一项重要构成。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由以POF热收缩膜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转变为POF热收缩膜产品及热塑性弹性体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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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两大主要业务并重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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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1,048,780,336.92 635,085,675.75 65.14% 538,793,26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16,005.04 68,003,274.80 -47.18% 103,395,24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324,965.03 51,764,680.45 -74.26% 90,730,652.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80,762.98 -199,905,927.77 -127.20% 148,870,58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3.95% -1.96% 7.41%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3,108,565,671.94 2,934,323,776.85 5.94% 2,085,223,17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85,954,949.38 1,812,122,883.20 -1.44% 1,450,480,8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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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54,665.25 257,197,970.84 294,586,009.20 271,141,69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82,911.01 13,515,953.08 12,368,018.59 -1,450,87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77,782.60 8,629,403.88 7,688,839.02 -8,871,06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0,249.33 25,094,178.45 27,972,889.70 -1,726,5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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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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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魁 境内自然人 41.04% 371,705,400 0 质押 257,813,800 

陈健 境内自然人 7.00% 63,390,329 47,542,747   

陈晨 境内自然人 1.35% 12,221,674 0   

楼立峰 境内自然人 1.29% 11,704,838 0   

郁华 境内自然人 1.21% 10,994,900 0   

顾敏超 境内自然人 1.00% 9,102,100 0   

范千瑜 境内自然人 0.46% 4,162,726 0   

何雪平 境内自然人 0.44% 4,000,000 0   

周珊珊 境内自然人 0.44% 3,989,950 0   

李凤芝 境内自然人 0.38% 3,427,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陈大魁，股东陈健为控股股东陈大魁之子，股东陈晨为控股

股东陈大魁之女，股东何雪平为控股股东陈大魁之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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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公司股东中，股东“周珊珊”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989,950股，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股，合计实际持有公司股票 3,989,95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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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通过资源整合、内部挖潜、提升管理、促进发展等多个方面入手，着力

保障和促进现有POF热收缩膜业务的稳定发展，同时积极促进主要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的

健康运行。公司全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4,878.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14%，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591.60万元，同比下降47.18%。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高端化、差异化”的市场竞争策略，积极促进产品结构的优化调

整，交联膜、印刷膜等高附加值产品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加强对普通膜产品优质客户和优质

市场的重视，2018年度实现POF热收缩膜销量3.1万吨，同比增长20%。加强售后应用服务水平

建设，提升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整体包装解决方案的能力；加大对国外重点市场的开拓，美国

子公司实现净利润500余万元，基本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所主营的热

塑性弹性体产品于2018年度亦实现约3万吨的生产销售，开拓了线缆、沥青改性、制鞋以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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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油膏、润滑油粘指剂等行业的优质客户，产品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但由于其目前生产

和销售的为SBS等基础性普通型产品为主，且其主要原材料苯乙烯、丁二烯等受波动较大，因

此报告期内亏损较多，给合并报表盈利状况带来了较大的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贯彻“科学创新”的研发理念和“赢在领先”的发展理念，坚持自

主研发创新与合作开发相结合，紧跟国内外新材料、新工艺发展前沿，加大研发投入，积极

布局和开展对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新工艺的研发工作，对相关研发成果坚持“成熟一

个、立项一个、投入一个”，不断完善公司产品结构，积极推动研发新产品，布局新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建设的“高性能功能性聚丙烯薄膜试制项目”持续推进，截至目前，

并取得了与高性能功能性聚丙烯薄膜相关的发明专利十余项。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组织加大

了产品科研开发力度，加快了高端特殊牌号SBS、SEBS、SEEPS、SEP等高档型高附加值产品的

开发应用、中试和销售，力争早日实现量产，为公司贡献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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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F普通型膜 269,284,257.92 222,702,027.84 17.30% 24.87% 34.21% -5.76% 

POF交联膜 318,398,110.49 163,633,031.84 48.61% 5.80% -1.98% 4.08% 

POF高性能膜 6,584,760.67 4,653,267.27 29.33% -21.34% -22.16% 0.73% 

其它 72,968,950.92 48,638,554.01 33.34% 6.62% 14.68% -4.69% 

热塑性弹性体 361,524,490.85 407,107,849.64 -12.61% 2,196.67% 1,317.89% 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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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塑性弹性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的主营业务产品，其热塑性弹性体产

品项目于2017年10月底实现项目部分投产，2018年度全年已实现较大体量的生产销售。因此

公司2017年度内主要业务以多层共挤聚烯烃热收缩薄膜（简称POF热收缩膜）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为主，主要产品为POF热收缩膜，POF热收缩膜产品所在的塑料制品业的销售收入占

2017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3.44%。2018年度内公司主要业务转变为POF热收缩膜产品及热塑

性弹性体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两大主要业务并重的格局，主要产品为POF热收缩膜及热塑

性弹性体产品两类产品。2018年度的营业收入构成中，POF热收缩膜产品所在的塑料制品业的

销售收入占比为63.6%，热塑性弹性体产品所在的合成橡胶制品业的销售收入占比为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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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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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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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55,392.98元，上期金额 62,908,25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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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82,138.47元，上期金额 176,928,180.34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102,727.45 元，上期金额 355,043.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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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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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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845,819.21 元，上期金额 890,983.83

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 29,632,630.97元，上期金额 18,549,7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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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82,218.61元，上期金额 28,244,125.72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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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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