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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公告编号：（奥瑞）2021 - 001 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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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瑞金 股票代码 00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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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树军 石丽娜 

办公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 

电话 010-85211915 010-85211915 

电子信箱 zqb@orgpackaging.com zqb@orgpackag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在报告期内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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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各类快消品客户提供综合包装整体解决方案，涵盖包装方案策划、以

各类金属易拉罐为主的包装产品设计与制造、灌装服务、基于智能包装载体的信息化服务等。

主要服务客户所在领域包括饮料类中的功能饮料、茶饮料、啤酒、乳品饮料、植物蛋白饮料、

果蔬汁、咖啡饮品、碳酸饮料等；食品类客户领域包括奶粉、八宝粥、燕窝、调味品、罐头

食品、干果、大米、茶叶、宠物食品等。主要服务的快消品品牌有红牛、战马、东鹏特饮、

健力宝、安利、百威啤酒、青岛啤酒、燕京啤酒、雪花啤酒、加多宝、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元气森林、飞鹤、君乐宝、旺旺、天地壹号等。 

产品差异化竞争策略是公司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公司持续自主研发，提升创新

能力，结合市场和客户需求，采用系统化产品设计、开发和配套服务体系，为客户量身定做

创新方案，提供综合包装解决方案。公司始终坚持推进智能包装战略，以智能包装为入口，

在移动互联网营销、数据服务、企业服务以及其他相关衍生服务领域拓展业务。 

（2）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坚持“与核心客户相互依托”的发展模式，在原有生产业务基础上，在差异化包装

设计、灌装服务、智能包装综合服务等新领域加大对客户的服务力度，不断维护和稳固核心

客户的合作关系，增强客户粘性；同时持续完善和拓展生产布局，提升开发新客户的能力。

在供应端，公司与国内马口铁、盖子、铝材等主要供应商结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力求

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在供应链、生产布局、客户资源等方面已建立

起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采购模式 

公司采取集中采购，分散执行的采购模式。对主要原材料和辅料，公司统一进行供应商

的选择与评定，并统一由公司与重要的供应商签订长期协议，各分子公司根据未来的生产任

务具体执行原辅料采购。公司与重要供应商结成战略合作关系，确保主要原材料的供应稳定。 

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跟进式”生产布局，跟随核心客户的生产布局建立生产基地，以最大程度地

降低运输成本，保证公司产品在成本方面的竞争力。同时，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

客户的具体需求量和自身产能分布情况分配生产任务、签订具体订单、安排生产，以保证公

司产量与客户订单相匹配，避免出现产品积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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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模式 

公司与主要核心客户保持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采取直接面向客户，进行销售的方式，

不存在代理或经销的销售模式。 

（3）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包装行业是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产业，世界包装行业近年来一直持续稳定增

长，包装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医疗卫生、化工等行业和产品。 

根据中国包装联合会统计，目前金属包装行业产值约占我国包装产业总产值10%，是我

国包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关于绿色环保法规、限塑政策的陆续出台以及消费升

级换代，产品包装已被融入和赋予更多的元素，未来创新性的、高端化的、智能化的产品包

装将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并为企业带来新的盈利点。环保包装、智能化包装、个性化包装

已成为金属包装新的发展趋势。 

公司始终秉承“包装名牌、名牌包装”的发展理念，遵照为快消品客户提供最优的综合

包装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的战略定位，坚持走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持续推进产品和

服务创新，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内金属包装领域的领军企业和创新包装服务的引

领者，始终走在行业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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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0,561,012,720 9,369,162,549 12.72% 8,175,388,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430,236 683,243,391 3.54% 225,384,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21,590,469 592,463,498 -11.96% 123,668,9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3,599,105 1,497,640,619 -51.68% 2,077,973,2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9 3.45%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9 -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2% 12.17% -0.75% 4.11%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5,093,540,187 14,733,054,127 2.45% 13,443,357,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88,819,803 5,729,474,557 15.00% 5,373,68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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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73,325,688 2,769,657,673 3,235,848,900 2,682,180,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3,958,359 137,733,379 300,942,229 224,796,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478,624 52,376,540 286,299,094 143,436,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68,922,594 207,967,166 364,780,654 619,77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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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6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3,33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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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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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5% 895,363,811 - 质押 548,294,210

注
 

中泰证券资管－招商银

行－证券行业支持民企

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85% 117,161,280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2% 82,626,943 - - - 

北京华彬庄园绿色休闲

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62,348,866 - - - 

华彬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47,104,512 - -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89% 21,482,689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6% 20,731,200 - -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2% 17,509,866 - - - 

北京二十一兄弟商贸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17,487,360 - - -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汇添富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寿

委托汇添富基金公司混

合型组合 

其他 0.56% 13,493,541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二十一兄弟商贸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华彬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

北京华彬庄园绿色休闲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任董事。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895,363,811 股，其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9,54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785,823,811 股。 

注：包含上海原龙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质押登记股份 190,056,51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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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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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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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 年度，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在董事会的带领下，全体员工

团结一心，协同上下游，积极有序组织复工复产；聚焦主业，坚持产品和技术创新，持续优

化产品结构，推进业务整合，开展降本增效、精益生产等工作，实现了公司经营业绩的逆势

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56,101 万元，同比增长 12.72%；营业利润 108,869 万元，同

比增长 3.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43 万元，同比增长 3.54%。公司实现增

长主要来自于大部分核心客户疫情后恢复良好，公司对完成收购的波尔亚太中国业务的有效

整合，以及产品盈利能力保持稳定，此外，公司还从以下方面着力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1）坚持产品差异化战略，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随着市场对创新型产品的需求，公司

开发设计满足客户要求的新罐型，并实现同比增长。公司在“满足需求、创造需求”的研发

导向下，不断强化对新包装产品、差异化包装产品的开发应用，以为客户提供更多的设计方

案与思路。公司研发设计的新品油罐在全球制罐企业峰会上荣获 “三片食品罐铜奖”，数码

浮雕罐荣获“装饰&印刷品质银奖”，同时，“数码浮雕烫金技术”在 2020 第 16 届包装印刷

年会上荣获创新大奖。 

（2）稳固现有业务，拓展新客户，发展奶粉罐业务。近年国产奶粉份额持续增长，公司

奶粉罐业务发展良好，公司与国内主要奶粉品牌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提供贴近式综合

一体化服务。同时，不断拓展新的合作客户，将奶粉罐业务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3）科学优化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2020年度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公司通过安排

适时调整采购方案及协商谈判等方式，节省主材马口铁、铝材采购价格。公司自2015年启动

精益生产，实施的项目工厂平均生产效率提升在50%以上，同时，人力成本支出也有效降低。 

（4）公司综合包装一体化业务进展卓有成效。公司二片罐湖北咸宁工厂与元气森林、伊

利、东鹏、新希望乳业等深化合作、开发新产品，为客户提供包装、灌装一体化综合解决方

案服务。 

（5）持续推进收购波尔项目整合工作，加快实现降本增效并发挥业务协同效应。报告期

内，公司优化工厂制盖线布局，同时完成将波尔北京工厂产能迁至陕西宝鸡工厂的规划工作。 

（6）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一步优化公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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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结构。 

（7）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践行社会责任。2020年度，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公司积极响应疫情防控要求，有序安排复产复工，并设置疫情防控专项捐助，积极捐款捐物

履行社会责任。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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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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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包装产品及

服务 
9,352,119,551 2,195,383,918 23.47% 13.58% 19.86% -4.0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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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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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修订后的收入准则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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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内容详见 2020年4月30日发

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20-临0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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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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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公司出资设立子公司有伴智瑞，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包装投资设立子公

司江门包装；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泰投资与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堆龙鸿辉共同出资设立

子公司咸宁宏奥。上述子公司纳入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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