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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09                            证券简称：新美星                            公告编号：2019-012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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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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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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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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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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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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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美星 股票代码 3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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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礼栋 侯礼栋 

办公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新泾东路）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新泾东路） 

传真 0512-58693908 0512-58693908 

电话 0512-58693918 0512-58693918 

电子信箱 dsh@newamstar.com dsh@newamsta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主要业务、产品及其用途:  

主营业务为液态食品包装机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主要产品为流体系列设备、灌装系列设备、二次包装系列设备、

全自动高速PET瓶吹瓶设备以及智能立体仓储设备，能够为客户提供液体产存一体化包装系统全面解决方案。近年来，公司

秉承“创新驱动发展，品质赢得市场”经营理念，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以“帮客户建设理想工厂、助员工实现人生梦想”

为使命，以高附加值、智能化的液态包装机械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主业，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品牌及客户优势、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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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产存一体化全面解决方案优势、多应用领域优势、产品高性价比等竞争优势，为客户提供智能化、高性能、高附加值的

产品。未来，公司将不断改善治理结构，持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完善国内外售后服务体系，

为公司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液态包装一体化全面解决方案是面向液态食品包装全过程的工艺完整、功能完善的系统服务工程，不仅能够提供和

集成液态包装生产线的整线设备，并能够为液态生产企业提供生产全过程的技术支持，面向并挖掘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最

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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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488,724.80 500,484,643.95 11.19% 454,057,83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70,554.64 59,293,626.32 -27.36% 59,591,64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457,365.66 49,297,581.07 -32.13% 46,872,354.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906,241.38 85,978,603.79 -44.28% 13,894,063.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9 -28.21% 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9 -28.21% 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8% 10.04% -2.76% 12.2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380,264,692.99 1,244,561,880.47 10.90% 1,125,031,14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7,035,134.62 602,130,508.87 -0.85% 578,824,0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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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74,235.83 142,141,034.17 126,855,628.24 168,317,82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55,414.22 11,691,062.17 12,988,378.36 6,535,69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80,557.33 7,511,768.52 12,339,368.39 3,425,67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12,657.05 -5,189,193.50 -68,259,712.68 101,142,4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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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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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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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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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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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德平 境内自然人 33.00% 50,160,000 50,160,000 质押 20,320,000 

何云涛 境内自然人 26.40% 40,128,000 40,128,000   

张家港德运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0% 1,032,000 1,032,000   

日照汇寅新材

料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7% 3,454,430 1,710,000   

江苏天沃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8% 2,103,360 0   

海得汇金创业

投资江阴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1,813,200 0   

吴芸 境内自然人 0.90% 1,362,717 0   

张师恩 境内自然人 0.89% 1,358,040 0   

张益滔 境内自然人 0.53% 804,270 0   

杭州金雕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金雕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5% 533,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何德平、何云涛系父子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何德平持有张家港德运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54.5%的股份。公司未知其余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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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由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主营业务为液态食

品包装机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主要产品为流体系列设备、灌装系列设备、二次包装系列设备、全自动高速PET瓶吹

瓶设备以及智能立体仓储设备，能够为客户提供液体产存一体化包装系统全面解决方案。近年来，公司秉承“创新驱动发展，

品质赢得市场的”经营理念，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以“帮客户建设理想工厂、助员工实现人生梦想”为使命，以高附加

值、智能化的液态包装机械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主业，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品牌及客户优势、液态包装产存一体化全

面解决方案优势、多应用领域优势、产品高性价比等竞争优势，为客户提供智能化、高性能、高附加值的产品。未来，公司

将不断改善治理结构，持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完善国内外售后服务体系，为公司中长期可持

续发展奠定基础。 

 

1、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分析 

2018年，外部形势严峻复杂，中美贸易摩擦此起彼伏，制造业普遍进入薄利时代，新美星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年初制订

的大部分目标和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较好。公司前些年所做的战略布局和管理转型正在显现其效力，产存一体化智能工厂解决

方案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同，综合投资额度超亿元的高精尖加工装备陆续投入运行，第一个海外工厂正式投入运行，新美

星已迈上新的发展台阶！ 

回望2018，我们的技改创新工作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份举办的CBB展会上，新美星研制的48000瓶/小时干式无菌吹灌

旋重磅亮相，引发业界广泛热议，体现了“无菌星高度，发展新境界”。同月，新美星无菌吹灌旋一体机在2018第四届食品饮

料设备与工程峰会上荣获创新产品奖。2018年，我们的专利工作再结硕果，获批专利80项，其中发明专利24项。在江苏省制

造业企业发明专利百强榜上，新美星有效发明专利过百，顺利进入榜单前六十强，在“包装专用设备制造”领域名列第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648.87万元，同比增长11.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07.06万元，同比

降低27.36%。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正常增长，但是市场竞争情况下公司产品毛利率有所下滑，无法覆盖成本增长的速度，

液态包装机械占成本比重较多的原材料成本上涨12.72%，成本整体上涨14.62%，液态包装机械毛利率下降2.06%，影响毛利

1100多万，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大。为保持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持续推进新产品创新和新技术开发，公

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加，对公司净利润造成一定影响。 

2、公司2019 年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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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完善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加强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将更多高

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智能化、适应市场需求的流体设备、灌装设备、二次包装设备以及吹瓶设备推向市场。落实“双精战

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行以节拍化生产为核心的卓越运营模式。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强销售团队建设，提

升综合营销服务，把关键效益指标列入经营计划当中，对相关业务责任人实行目标责任制；不断增强国内外市场开拓能力和

市场快速响应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及主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公司进一步的国际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围绕上述经营目标，公司拟重点采取以下策略和措施： 

1、产品研发计划 

公司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技术的模式，紧跟行业最前沿技术，紧贴客户需求依托“技术与服务中心”等高规格、高水平研

发平台，充分发挥公司多年的技术储备和研发经验，致力于高附加值、智能化的流体设备、灌装设备、二次包装设备以及吹

瓶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公司的主要研究方向为高速吹瓶设备、高精度灌装设备、自动化及智能化二次包装设备、

PET瓶无菌灌装设备等产品。 

2、技术创新规划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开发与创新，并逐步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包括研发资金保障机制、技术合作机制、人才引进和培训机

制、内部竞争激励机制等，充分激发研发人员的创造热情，为研发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科研环境。同时，有针对性地

开展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项目合作，不断提高公司在高附加值、智能化的PET瓶高速吹灌旋包装设备、全自动PET瓶无菌冷

灌装设备、全自动高速PET瓶吹瓶设备，以及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二次包装设备等产品方面的自主研发优势。 

3、市场开拓 

未来，公司将继续在加大与原有客户合作的基础上，持续开发新客户资源，并拓展公司的产品应用领域。 

（1）区域市场的开拓 

在国内市场，未来公司将在稳固现有市场客户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市场快速发展、以及“进口替代”

的市场机遇，大力开拓、发展中高端市场客户。以四项聚焦的市场拓展理念，不断做深、做细国内市场，健全服务体系，进

一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提升“NEWAMSTAR”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建立更加广泛、优质和稳定的客户

群体，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在国际市场，公司将持续加大资金投入，继续参加国际性的大型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展览会，进一步提高品牌在国际市场

的知名度；通过在全球各主要新兴销售市场，如东南亚、中东及非洲等地区，加强营销能力和扩大营销网络，提升公司的市

场反应速度和售后服务能力，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出口业务规模。 

（2）应用领域的拓展 

未来公司持续跟踪液态食品包装机械的市场需求，积极开展与下游知名液态食品厂商的合作，顺应行业发展方向，推出

符合适应下游行业发展趋势的产品。此外，公司将利用在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积累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生产实践经验，加强

自主研发并与日化、医药等行业知名厂商合作，将产品推广到日化行业、医药行业等新领域。 

4、人力资源发展计划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人力资源现状和未来需求预测，建立人力资源发展目标，制

订人力资源总体规划，优化人力资源整体布局，明确人力资源引进、开发、使用、培养、考核、激励等制度和流程，实现人

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公司秉持“人员选育要精兵强将”的人力资源领先战略，奉行“德才兼备、人岗匹配”的用人理念，充分调动和挖掘员工

的创造潜力和积极性；不断完善“选人、育人、用人、留人”人才体系，明确各岗位的职责权限、任职条件和工作要求；通过

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多种方式选聘优秀人才，切实做到因事设岗、以岗选人。 

公司将不断完善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体系，设置科学的业绩考核指标，对各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进行合理的考核与评价。

公司通过晋升规划、补充规划、培训开发规划、职业规划等人力资源计划确保员工队伍持续优化，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良性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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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体系列设备 86,756,195.23 54,903,969.01 36.71% 49.64% 56.65% -2.84% 

灌装系列设备 121,977,841.41 81,253,245.26 33.39% -3.49% 0.00% -2.32% 

二次包装系列设

备 
135,515,810.47 89,876,055.40 33.68% -0.98% 1.49%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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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瓶吹瓶设备 153,867,095.04 104,121,442.60 32.33% 9.13% 13.85%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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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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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适用于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

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

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

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

目。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的项目与金额产生影响如下： 

审批程序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

其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项目名称 对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相关财务报

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财会（2018）15号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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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规定（财会

（2018）15号）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4,052,824.59 

  应收票据  — 

  应收账款 -154,052,824.59 

  在建工程  — 

工程物资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5,692,017.92 

  应付票据 -86,562,324.99 

  应付账款 -139,129,692.93 

  管理费用 -19,289,857.13 

  研发费用 19,289,8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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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7 年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 2017

年度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 5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具体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

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2、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

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

活动。 

根据衔接规定，企业应当在2019年开始按照2017年修订的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

报的信息与修订后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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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表决权 

比例 

经营范围 

是否合并 

备注 2018 年

度 

2017 

年度 

新美星工业研

究院 
100.00% 1,000万元 100.00%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

验发展;工业产品设计;

企业管理;工程技术咨

询;包装工程及物联网

技术检测、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推广；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市

场调查  

；大数据服务；新兴软

件及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购销 ；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是 是  

宝德机械 100.00% 50万元 100.00% 
饮料机械、制造、加工、

销售 
是 是 

本期已注销，本

期利润表及现金

流量表纳入合并

范围 

德大机械 100.00% 580万元 100.00% 
饮料机械及配件制造、

加工、销售 
是 是  

紫新包装 51.00% 300万元 51.00% 

塑料制品购销，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是 是  

紫星实业 51.00% 1500万美元 51.00%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及

相关产品，销售自产产

品 

是 否 
本期新投资设立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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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达 100.00% 100万元 100.00%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是 否 
本期新投资设立

的企业 

 

1、注销清算子公司 

2018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张家港宝德机械有限公司的议案》，决定

注销全资子公司宝德机械，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宝德机械的注销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2、新设子公司 

鉴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相关人员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并决定在埃塞俄比亚与上海紫江

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新设具有埃塞俄比亚法人资格的联合科技包装（埃塞俄比亚）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当地核

准为准）。根据投资协议约定，新设公司投资总额为 1500 万美元，其中公司投资额为 765 万美元，占投资总额的 51%，其

中实物投资 402.90 万美元，货币投资 362.10 万美元。出资期限为分期出资，一期出资 510 万美元，其中实物出资 402.90 万

美元，货币出资 107.10 万美元，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3 个月内缴清；二期出资 255 万美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缴清。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实缴实物出资 402.90 万美元、货币出资 117.30 万美元。 

2018 年 8 月 17 日，公司投资设立了苏州星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德平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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