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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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合

并净利润 432,742,261.14 元。经董事会讨论，考虑到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需要，提出如下分配

预案：以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516,736,1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50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227,510,423.70 元（含税）。 

本预案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紫江企业 60021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军 甘晶晶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桥路2272号虹桥商务大厦7楼C座 上海市虹桥路2272号虹桥商务大厦7楼C座 

电话 021-62377118 021-62377118 

电子信箱 zijiangqy@zijiangqy.com zjqy@zijiangq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公司主要业务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公司形成了以包装业务为核心，快速消费品商贸业务、进出口贸易业

务、房地产业务和创投业务为辅的产业布局。包装业务作为公司的核心业务，主要产品为 PET 瓶

及瓶坯、皇冠盖、塑料防盗盖、标签、喷铝纸及纸板、彩色纸包装印刷、薄膜等包装材料以及饮

料 OEM 等产品。 

2.2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包装业务产品的原材料采购，由各事业部或相关子公司负责制定严格的采购管理制度，

并严格选择供应商，公司对采购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对主要原材料一般采用集中采购的模式。

对通用性辅助包装材料的采购，由公司管理总部负责招标集中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包装业务产品由各事业部下属子公司生产制造，公司及各事业部对子公司的生产活动进

行管理。公司采取“以销定产”方式，按订单组织生产。根据和客户合作方式的不同，生产主要

分为一般生产、来料加工两种方式。 

（3）销售模式 

公司一方面与多家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紧密合作，另一方面开发新的中小型客户，在市场深

度和广度上寻求突破。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少部分产品以直销和代销相结合的方式。 

2.3 行业情况 

我国包装行业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纸包装、塑料包装、金属包装、

玻璃包装、包装印刷和包装机械为主要产品的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成为我国制

造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包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基本满足了国内消费和商品出口的需求，

也为保护商品、方便物流、促进销售、服务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市场上应用最广泛的是纸质包装和塑料包装产品，其次是金属包装和玻璃包装。

据中国包装联合会的数据统计显示，2018 年，纸包装、塑料包装、金属包装和玻璃包装合计实现

营业收入 8,595.45 亿元，纸和纸板容器制造占整个包装主营业务收入的 33.96%，其次分别为塑料

薄膜制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和玻璃包装容器制造，分别占比

28.24%、18.28%、12.96%和 6.55%。 

尽管我国包装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并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包装大国。但人均

包装消费与全球主要国家及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包装行业各细分领域未来还将具有广阔

的市场发展空间。另外，“绿色、低碳、环保”将是未来包装行业发展的主轴。 

目前，公司在客户资源、产业链条、生产和销售网络布局、工艺技术、专业人才等诸多方面

具有综合竞争优势、注重股东回报且能够切入新技术包装，目前在行业中居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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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0,374,314,906.91 10,038,000,949.63 10,038,000,949.63 3.35 10,832,813,952.32 

营业收入 9,009,856,257.37 8,507,610,491.66 8,507,610,491.66 5.90 8,356,010,72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2,742,261.14 554,803,048.18 554,803,048.18 -22.00 223,885,96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8,348,988.13 206,877,938.89 206,877,938.89 29.71 202,931,71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69,125,496.99 4,264,144,353.71 4,264,144,353.71 4.81 4,258,233,65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7,989,536.41 1,060,837,615.26 1,060,837,615.26 -5.92 1,035,583,408.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5 0.366 0.366 -22.13 0.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5 0.366 0.366 -22.13 0.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1 12.96 12.96 减少3.05个百分点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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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1,579,491.70 2,531,817,286.60 2,453,398,571.60 1,833,060,90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398,429.98 233,734,076.13 93,875,406.00 41,734,34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7,842,260.70 138,308,146.05 86,683,206.22 -14,484,624.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98,520.43 332,134,259.21 309,292,130.21 281,864,626.5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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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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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 0 395,207,773 26.06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黄允革 571,500 15,471,988 1.0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柯维榕 1,302,843 10,570,143 0.7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萍英 4,403,600 10,372,629 0.6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沈雯 0 6,000,403 0.40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73,618 5,378,767 0.35   未知   境外法人 

张磊 3,829,702 3,829,702 0.2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许捍峰 3,543,200 3,543,200 0.2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石健均 2,870,289 2,870,289 0.1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沈志英 323,291 2,730,091 0.1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沈雯先生为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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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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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0.10 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5.90%；营业总成本 86.89 亿元，

比去年同期上升 5.82%；实现营业利润 5.54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7.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33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2.0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68 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9.7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98 亿元，比

去年同期下降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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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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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446,540.60 元 ， 上 期 金 额

1,478,220,3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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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268,911.15 元 ， 上 期 金 额

1,120,817,055.20 元； 

 “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及上期金额无影响；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6,377,181.56 元，上期金额

7,174,071.78 元； 

“固定资产” 本期金额及上期金额无影响； 

“在建工程”本期金额及上期金额无影响； 

“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及上期金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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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05,676.67 元，上期金额

151,403,5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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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及上期金

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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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子公司武汉紫江包装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武汉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已工商注销。 

（2）公司子公司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哈尔滨欣旺包装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已

工商注销。 

（3）公司子公司成都紫江包装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及 2018 年 7 月 16 日设立子

公司眉山紫江包装有限公司及重庆紫江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4）公司子公司郑州紫江包装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设立子公司青岛紫江包装有限公

司。 

（5）公司子公司上海紫华企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设立子公司上海紫华薄膜科技有

限公司。 

（6）公司子公司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分立成立公司子公司上

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雯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