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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2                           证券简称：中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5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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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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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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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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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方家埭路 189 号 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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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客户提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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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在逐步拓展无人零

售领域，从事无人零售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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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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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无人零售设备主要面向零售行业运营商、消费品品牌厂商及经销商等客户，根据客户的商业应用需求，提供智能零售

设备及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未来的市场增长空间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乳品人均消费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

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整体市场容量还会增长，设备投资还会持续增加。产品包装形式的不断变化，也带来了新的设备采购

需求。（2）乳品以外其他行业的市场不断拓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食品、饮料、食用油脂、调味品、日化、医疗健康

等行业的高端包装设备需求在不断上升。公司有乳品行业的成功经验，提供的设备技术含量高，在灌装精度、运行稳定性等

方面有优势，具备向其他行业拓展的有利条件。（3）后道智能包装设备市场空间持续扩大。随着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力

成本上升，各行业对机器换人、实现自动化生产的后道智能包装设备市场需求增加很快。依托公司良好的技术基础，公司开

发的智能后道包装设备，可以较好地满足相关行业自动化生产需求。（4）国际乳品市场空间较大，公司将结合“一带一路”

的国家战略，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市场。公司的设备技术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设备技术指标，且性价比优

势明显，有较好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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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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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京东集团，医疗健康行业的亚宝药业、博科林药品（天士力子公司）、海正药业、

恒瑞医药、汤臣倍健，调味品行业的太太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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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18,186,789.63 685,988,368.57 4.69% 636,239,16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406,886.08 185,810,758.70 0.32% 161,073,17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697,295.32 155,580,483.16 -3.14% 154,966,395.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42,085.09 131,718,467.46 -117.65% 190,732,22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69 0.00% 0.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69 0.00% 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5% 13.55% -0.10% 16.4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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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996,958,032.82 2,104,537,127.35 -5.11% 2,039,833,34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2,774,177.80 1,403,794,106.54 -5.77% 1,337,829,7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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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64,333.50 163,991,694.55 201,059,409.79 202,271,35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94,794.35 57,298,734.48 50,234,833.11 37,478,52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875,554.83 43,337,458.25 45,313,217.77 31,171,06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0,651.28 -5,041,596.98 -42,242,435.30 28,962,5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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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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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40,044.00% 0 104,040,044   

徐满花 境内自然人 27,483,908.00% 0 27,483,908   

史中伟 境内自然人 26,621,256.00% 0 26,621,256   

杭州富派克投

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420,080.00% 0 13,420,080   

史正 境内自然人 9,970,492.00% 0 9,970,492   

杭州高迪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79,962.00% 0 3,479,962   

宋有森 境内自然人 2,991,128.00% 0 2,991,128   

周建军 境内自然人 1,499,918.00% 0 1,499,918   

史凤翔 境内自然人 997,110.00% 0 997,110   

宋蕾 境内自然人 997,110.00% 0 99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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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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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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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818.68万元，较2017年增长4.6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640.69万元，较2017

年增长0.32%。在实现企业稳健发展的同时，公司在技术研发、产品丰富、市场开拓等方面也取得积极进展，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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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装车机

器人、无人售货机等项目研发，丰富产品种类，扩大市场范围。  

2018年公司全自动无菌瓶装设备交付客户投入商业使用。新取得授权专利28项，其中发明专利16项；新获软件著作权22

项；参与起草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1项。公司无菌液态食品包装数字化智能装备研发及示范项目获得中国包装联合会颁发

的包装行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乳制品工业协会颁发的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公司还获得浙江省专利优秀奖、杭州市政府

质量奖等荣誉。 

2、拓展新领域市场，培育新增长点 

随着智能支付的普及，以及消费者对购物便捷性（地点、时间的便利）需求的提高，能够24小时提供零售服务的智能无

人零售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并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公司依托自身拥有的设备研发及制造优势，拓展智能零售

设备业务。为加快业务发展及技术储备，2018年4月，公司收购了从事无人售货机研发、制造的意大利MAGEX公司1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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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促进公司无人零售设备业务的全球布局。2018年7月，公司投资设立杭州麦杰思制冷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制冷设备的研

发、制造，更好地拓展了无人零售设备业务，为无人零售设备提供配套服务。2018年10月，公司投资设立杭州麦杰思物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无人零售智能柜的研发、制造，丰富了无人零售设备产品系列。 

2018年2月，公司投资设立杭州中水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进行装车机器人的研发。2018年12月，公司投资设立苏州瑞

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重点进行后道包装设备的研发、制造。上述业务拓展，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3、塑料容器业务 

2018年5月，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设立子公司，生产、销售塑料容器，拓展了公司塑料容器业务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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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09,205.13 269,598,017.78 49.27% 6.30% 8.52% 1.01% 

塑料包装制品 77,198,668.26 9,195,471.22 11.91% -7.57% -53.67% -11.85% 

配件及其他 80,777,206.35 42,196,479.84 52.24% -7.29% -20.74%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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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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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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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财务报表可比数据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7,021,561.87 

应收账款 97,021,561.87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436,932.64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436,932.64 

固定资产 90,736,463.31 
固定资产 90,736,463.31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59,934,818.36 
在建工程 159,934,818.36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8,818,115.44 

应付账款 148,818,115.44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6,340,482.9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340,482.96 

管理费用 75,732,890.55 
管理费用 38,802,865.71 

研发费用 36,930,024.84 

2、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

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

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2018年财务报表可比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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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通过新设方式增加杭州中水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杭州中亚科创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麦杰思制

冷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麦杰思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瑞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中亚包装印尼有限公司；通过收购股权方

式增加MAGEX SRL。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中伟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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