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1515

公司简称：东风股份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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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东风股份

董事会秘书
刘伟
0754-88118555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13-02
片区A-F座
zqb@dfp.com.cn

股票代码
601515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证券事务代表
黄隆宇
0754-88118555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13-02
片区A-F座
zqb@dfp.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5,811,058,262.92
4,119,908,943.70
本报告期
（1-6月）
449,017,763.52
1,497,982,026.97
257,104,869.59
251,363,716.19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6,144,950,762.02
-5.43
4,065,343,724.64
1.3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上年同期
期增减(%)
279,660,552.84
60.56
1,644,683,486.06
-8.92
359,246,822.79
-28.43
356,096,709.63
-29.41

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6.18
0.19
0.19

8.64
0.27
0.27

减少2.46个百分点
-29.63
-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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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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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4.40

725,880,000

0

质押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90

118,800,000

0

无

0

黄晓鹏

境外自然人

5.72

76,350,900

0

无

0

王耀锋

境外自然人

1.70

22,624,000

0

无

0

黄炳泉

境内自然人

1.57

20,900,000

0

无

0

国有法人

1.45

19,392,249

0

无

0

黄晓佳

境外自然人

1.32

17,643,033

0

无

0

杨震

境内自然人

0.62

8,218,413

0

质押

吴茂全

境内自然人

0.49

6,552,852

0

无

0

陈育坚

境内自然人

0.36

4,804,968

0

无

0

股东名称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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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000,000

6,574,730

公司股东东捷控股有限公司属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关键
管理人员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企
业，与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黄晓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晓鹏
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泉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的黄炳文先生的兄弟，陈育坚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
黄炳文先生的弟媳，详情可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
。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无

上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黄晓佳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中 6,185,727 股系通过沪股通方式持
有，已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期末持股数量中减少计算该部分股份，并将其归在黄晓佳先生
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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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实体经济及相关行
业也遭受一定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安排，
以“科学规范、切实可行”为原则，严格制定周密的疫情防控方案，并在确保员工安全的前提下，
根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要求组织复工复产，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大包装与大消费产业双轮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在董事会及管
理层的领导下，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稳打稳扎、迎难而上，一方面对集团体系内
的技术研发工作进行新一轮的整合，进一步加大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力求通过技术研发实现
新的突破、带来新的发展，持续巩固印刷包装产业板块的经营优势；另一方面，公司也根据大消
费产业各个业务板块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紧跟行业发展方向，确保大消费产业板块的投
资收益与稳定经营。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烟标印刷主业招投标降价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49,798.20 万元，较上年同期人民币 164,468.35 万元下降 8.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人民币 25,710.49 万元，较上年同期人民币 35,924.68 万元下降 28.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25,136.37 万元，较上年同期人民币 35,609.67 万元
下降 29.41%。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581,105.83 万元，较上年年末人民
币 614,495.08 万元下降 5.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411,990.89 万元，较上
年年末人民币 406,534.37 万元增长 1.34%。各业务板块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大包装产业经营情况
1、烟标印刷包装业务
报告期内，在下游烟草行业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及招投标政策的背景下，公司积极响应烟草客
户降本需求、为客户让利增效，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烟标印
刷业务板块承受了一定的经营压力。公司发挥全国范围内各个生产基地之间的生产调度、资源配
置与管理协同，内部深挖成本管控潜力、开源节流，力争确保烟标印刷包装业务整体的稳定。2020
年上半年，公司烟标产品合计对外销售 154.32 万大箱，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111,182.14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下游烟草客户组织的招投标，共完成 8 家烟草客户发起的合计 13
次招投标工作，依托良好的生产管理服务能力及成本控制优势，公司合计中标产品 22 个，其中包
括“芙蓉王”
、
“白沙”
、
“双喜”
、
“黄山”、
“都宝”等知名卷烟品牌。

经过前期的拓展与培育，公司烟草创新产品的印刷包装业务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报告期
内公司继续发力烟草创新产品业务，于报告期内生产细支烟、中支烟、短支烟、爆珠烟等烟标产
品约 25.83 万大箱，实现销售收入约人民币 2.85 亿元，同比实现较好增长。
此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的蔓延，对公司海外烟标市场业务的拓展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烟标产品出口销售收入人民币 2,047.91 万元，烟标产品出口地区包括香港、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区。
2、医药包装及其他包装业务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防护物资及医药产品的市场需求出现大幅度的提升，也
带动医药包装行业的增长。公司于 2019 年收购千叶药包 75%股权实现对其控股后，通过产业链协
同等优势为千叶药包的发展赋能，并加快建立与集团一体化管理相适应的生产管理模式，提升其
经营效益。在疫情发生后，公司全力支持千叶药包根据当地疫情防控政策及早实现复工复产，根
据药企客户需求紧急恢复药用 PVC、PET 塑料瓶等药品包装材料的生产工作，协助客户保障抗疫
情医药用品的连续生产及供应，并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指示转产医用防护物资，在为疫情防
控贡献自身力量的同时，千叶药包也实现良好的业绩增长。报告期内，千叶药包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9,838.47 万元、同比增长 6.17%；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030.16 万元、同比增长 25.35%，已
提前完成 2020 年度的净利润承诺。
在医药包装业务实现良好增长的同时，公司以社会化包装为主的其他包装业务也在不断实现
新的突破与发展。公司以汕头集团总部为核心，在广东、贵州、湖南、吉林、云南、广西等多个
省份建立了区域性生产基地，在配套服务当地烟草客户的同时，公司也充分发挥全国性生产基地
布局优势，鼓励各个生产基地积极开发当地及周边客户并拓展新的细分业务，以点带面，进一步
完善公司大包装产业板块的布局，实现集团整体效益最大化。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西牛王依托技改搬迁完成后在技术、设备、产能方面形成的
竞争优势，充分利用西南地区的客户资源，积极开拓医药包装、酒包装、茶叶包装、食品包装等
社会化包装业务，为贵州百灵、同济堂、三力制药、益佰制药、汉方药业、贵茶茶业、味莼园、
老干妈等知名企业提供包装服务。
自裕豐纸业及株洲福瑞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公司加快与其搭建符合集团一体化管理需
求的管理模式和体系，与集团总部及当地原有的生产基地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同时公司也逐步
通过产业链体系的支持、管理人员的委派，优化其管理架构，提升经营效益。报告期内，裕豐纸
业主要从事瓦楞纸板、纸箱的生产与销售，涉及电子产品包装、酒包装、医药包装等多个领域，
为贵州富士康、申仁包装、新邦羽等企业提供外包装箱加工服务；株洲福瑞主要从事医药包装和
其他社会化包装业务，报告期内为千金药业、方盛制药、迪诺制药、金沙药业等区域性知名企业
提供包装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包装及其他包装业务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13,489.19 万元，同比增长
61.71%，营收规模实现快速增长。
3、PET 基膜与功能膜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鑫瑞科技 PET 基膜业务顺应市场趋势，已初步完成基膜产品结构
的转型升级，差异化产品实现批量销售，报告期内累计销售差异化基膜产品约 336.24 吨，较去年
同期增加 234.87 吨，同比增长 231.68%，为后续业务板块经营绩效的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基

膜业务报告期内合计实现对外销售收入人民币 5,070.36 万元，同比增长 1.68%。
鑫瑞科技目前功能膜产品主要包括窗膜和漆面保护膜两大类，通过与合作方共同运营的“能
膜”
、
“SOV”两大品牌渠道和公司自主渠道进行销售，报告期内鑫瑞科技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合计
开发新产品 21 款，有效满足各个消费层级的需求，公司功能膜产品的体系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报
告期内，公司功能膜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1,488.00 万元，同比增长 5.19%。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在功能膜业务板块的布局，鑫瑞科技与江苏百瑞尔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拟共同投资设立汕头市鑫瑞奇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运营 PVA 涂布高阻隔膜项目，其中鑫瑞
科技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持有鑫瑞奇诺 70%的股权。截止目前，鑫瑞科技已与百瑞尔包装及
相关方正式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并完成鑫瑞奇诺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及生产场地的选址，各项
生产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PVA 涂布高阻隔膜对于氧气、二氧化碳、氮气及氢气都具有优秀
的阻隔性，在食品、有机溶剂、生物医药等包装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本次合作也将充分发挥合
资双方的资源优势，依托潮汕、珠三角客户，加快新型高性能阻隔膜包装产品的开发及推广，迅
速切入软塑包装领域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造高端阻隔膜材料应用的行业标杆，预计将对公司经
营业绩带来积极的影响。
（二）大消费产业经营情况
1、乳制品业务
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在澳洲地区的蔓延及进一步加剧，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尼平河乳业生产
经营的正常开展也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且同时面临由此带来的原材料成本上涨、进口运输受限
等诸多困难。在此背景下，尼平河乳业严格落实控成本、调结构的经营方针，通过调整劳动力配
置与产品结构、完善生产工作机制等多项措施，促进澳洲工厂产能与当地销售业务的有序恢复。
报告期内，尼平河乳业重点做好基建工程升级与创新产品研发工作，在基建工程升级方面，
澳洲工厂安装并调试了 ESL 全自动罐装设备、乳脂分离器等设备，旨在提升工厂生产效率、缩减
人工成本及原材料成本；新产品研发方面，澳洲工厂加大在产品配方创新改良及产品测试方面的
研发投入，成功发布“清晨快线”系列早餐奶饮品，该产品获得澳洲健康食品五星级别认证。
国内市场开发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峰佳品紧跟国内快速消费品行业新品类及新业态的发
展趋势，积极运用新媒体，拓展新的销售平台。报告期内，东峰佳品与湖南卫视、新潮传媒等知
名品牌 IP 合作进行推广，实现销售收入与品牌影响力的跨越式增长，同时积极把握线上直播带货
的发展风口，聚焦新媒体资源全力打造线上直播业务，逐步实现集销售、营销、推广于一体的模
式。
2、消费投资基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与天图投资及相关方共同投资设立的消费投资基金进一步拓展投资项目，中
小微基金新增投资“左点”
、
“花知晓”等投资项目，并对前期已投资的“OOAK”项目追加了新一
轮的投资。
截止报告期末，成都基金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3 亿元，其中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出
资比例为 50%，该基金累计对外投资约人民币 2.63 亿元；中小微基金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2 亿元，
其中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 2.5 亿元，出资比例为 20.83%，该基金累计对外投资约人民币 8.66 亿
元。
3、电子烟及新型烟草业务

公司联营企业绿馨电子是公司投资电子烟以及新型烟草制品等相关业务的主要实施主体及平
台。绿馨电子聚焦于低温加热不燃烧产品，其研发的系列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及日本、韩国等国外
市场，主要产品包括低温加热不燃烧雾化器和非烟草不燃制品，主要品牌有绿馨电子全资子公司
深圳佳品健怡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 FreeM 品牌和参股公司云南喜科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 CIGOO 品
牌，目前 FreeM 与 CIGOO 品牌相关的推广工作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广受客户认可。
报告期内，佳品健怡生产的 FreeM 自动加热不燃烧雾化器与第一代草本颗粒性低温雾化弹均
已实现量产和市场销售，同时积极开拓礼品市场。同时，云南喜科经自行研发，已申请新型低温
加热不燃烧类制品相关专利，与绿馨电子所持有的专利可形成新一代加热不燃烧制品专利体系，
规避国外知名加热不燃烧制品厂商的专利壁垒。
绿馨电子全资子公司绿新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在柬埔寨投资 SINO-JK TOBACCO（CAMBODIA）
CO.,LTD，该项目主要生产低温加热不燃烧烟草烟弹，未来产品将在海外合法地区合法销售，目前
工厂设备调试安装完毕，鉴于疫情影响，报告期内，相关人员和团队无法在当地正常开展工作，
业务进展可能会相应推迟。
（三）其他经营事项
1、技术研发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工作，本年度公司对技术研发工作进行
了系统性的整合，进一步加大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
公司于报告期内对集团组织架构进行调整，成立集团技术研发中心，下设数字印刷中心、智
能制造中心、新型材料与智能包装中心及项目管理中心，分别聚焦数字印刷油墨及相应技术的开
发和应用、生产智能改造、工艺标准建立、新工艺的推广应用、高阻隔/可降解新型材料与产品的
研发、包装智能化研究等重点领域。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与联营企业天威新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喷墨墨水研发与制
造、包装与标签领域数码喷印创新应用、数码喷墨承印物新材料研发等相关领域开展合作。本次
合作也将对公司提升在数码印刷材料（含墨水与承印物）及相应数码印刷终端产品的研发、生产
与工艺方面的技术竞争力带来积极的影响。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成立无锡创新研究院，结合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在专业领域的深刻造诣，持
续关注印刷包装行业的技术发展路径与行业前沿技术，通过对行业发展的前瞻性研究，并与江南
大学在大包装以及新型材料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共同研究与合作，从而进一步提升集团内部的技
术研发实力，实现技术引领、技术带动的示范性效应。
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共申请包括智能制造、数码印刷、药品包装、环保技术
等方面在内的专利合计 60 项，其中发明专利 18 项、实用新型专利 42 项；获得专利授权 41 项，
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5 项、外观设计专利 2 项。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合计申请专利 525 项，其中发明专利 204
项、实用新型专利 299 项、外观设计专利 22 项；获得专利授权 341 项，其中发明专利 72 项、实
用新型专利 248 项、外观设计专利 21 项。
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完成软件著作权登记 18 项。
2、子公司情况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合计拥有全资、控股子公司 23 家、参股公司 10 家，以及与天图投

资及相关方共同发起设立的“成都天图天投东风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天图东峰
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两个消费投资基金。
为进一步优化集团组织架构，节约经营成本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报告期内公司决定由公
司对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实施整体吸收合并、由全资子公司鑫瑞科技对其全资子公司可逸智膜实
施整体吸收合并，此外，基于经营规划的相关安排，决定对控股子公司东风柏客及忆云互网通进
行注销。截止目前上述经营调整事项相关手续尚处于办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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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准则》（财会〔2017〕22
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并依据上述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具体影响详见附注五.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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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