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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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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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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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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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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吉股份 60305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根潇 刘芹 

电话 0851-86607332 0851-86607332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观山东路198号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观山东路198号 

电子信箱 yugx_777@sina.com 785430565@qq.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26,954,922.99 1,174,872,119.80 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3,113,569.51 1,028,878,042.00 5.2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045,590.38 22,586,876.01 236.68 

营业收入 198,776,030.17 185,347,613.05 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716,249.84 37,682,388.13 10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186,955.90 42,721,777.09 3.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3 4.16 增加3.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9 1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11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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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贵州永吉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43 194,566,200 193,494,000 质押 136,031,000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10 38,124,000 0 无 0 

贵州裕美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78 36,814,000 0 质押 36,814,000 

贵州雄润印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6 18,676,600 0 质押 13,996,000 

贵州圣泉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0 17,182,000 0 无 0 

高翔 境内自然人 3.55 14,872,400 0 无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邻山 1号

远望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8 6,612,000 0 无 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75 3,151,000 0 无 0 

邓代兴 境内自然人 0.59 2,481,500 0 无 0 

上海叁圭投资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5 1,460,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除公司首发招股说明书披露信息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以烟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主，同时大力拓展药标、酒标以及其他社

会印刷品业务。公司在保持烟标等烟用物资产品稳定的基础上，根据客户需求结构的调整快速响

应需求端的变化，加大设计和工艺升级力度，订单稳中有增。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和净利润

同比增长较为明显。 

（一）进一步拓展主营业务，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努力开发新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和工艺创新，积极应对客户产品结构调整的趋势。

其中，烟标产品打样 17 项，中标 2项，关于烟标产品开发方面，公司根据客户的招投标计划，适

时参与新增客户的市场开发，目前已为福建中烟开发产品 2项；酒标产品打样 41项，实际应用生

产 14项，关于酒标产品开拓方面，公司今年继续加大酒标产品的市场开发力度，增加了贵州茅台

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天朝上品”、“茅台醇”系列产品，贵州茅台酒厂习酒有限责任公司“京

匠”系列、“飞满天”系列产品，贵州赖世家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赖世父子”系列产品等。药标

产品打样 10项，实际应用生产 8项，关于药盒产品开发方面，新增云南无敌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无

敌丹”系列产品，贵州富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骨松宝”系列产品等。 

（二）产品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利润结构进一步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烟用物资（含烟标、框架纸及铝箔纸）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73亿元，

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0.57%。其他社会包装产品开发方面，报告期内药包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535.58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8.62%。酒包业务实现业务收入 1,143.64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增加

201.90%。 

（三）坚持工艺创新和技术开发，建设智慧工厂，基本实现精细化管理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工艺技术创新，2020 上半年为客户设计打样产品 68 项，应用实际产品

24项。公司于 2019年完成了智能化工厂三期立体库的建设，同时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ES）已上

线运行，该系统目前运行良好，对整个生产流程的规范操作、实时记录和追溯溯源起到重要作用。 

（四）战略规划清晰可行，新产业布局逐步展开 

为助力公司进行战略产业升级，协助公司从商标设计、开发及印刷产业向消费品和医药健康

产业拓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公司稳步推进大麻属植物的开发应用，在国内

加快布局工业大麻在消费品和精细化工领域的应用，在海外加强对投资项目塔斯马尼亚植物有限

公司的建设进程与后续管理。 

报告期内，TASMANIAN BOTANICS PTY LIMITED(塔斯马尼亚植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B”)



室内温室种植已经实现商业化量产，第一期户外种植业（种植面积 3 公顷）已实现商业收割。受

全球疫情蔓延的影响，澳洲对外出口一度受阻；随着疫情的控制和市场需求的复苏，TB的干花叶

产品预计在第三、第四季度逐步实现销售收入。2020 年 4月，TB已经就花叶提取环节的生产流程

向澳大利亚药物管理局(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TGA”)提请审计认证。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TGA 已经完成对 TB提取流程 GMP认证的现场工作，提取环节获得 GMP证书后，

TB 的大麻素提取物产品将具备投放医药市场的能力，为 TB 参与大麻素提取物在国际医药市场的

竞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