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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21-031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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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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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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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宏泽 股票代码 00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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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明珠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库坑社区大

富工业区 10 号新宏泽工业园深圳新宏泽

包装有限公司 

 

电话 0755-23498707  

电子信箱 xiamz@newgl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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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烟标的设计、生产及销售。公司作为优秀的专业烟标印刷服务供应商，具备先进的印刷设备、强大的工

艺管理与技术创新能力、完善的生产质量控制与检测体系，自成立以来，围绕卷烟客户对烟标生产工艺、新技术应用、产品

质量不断提升的需求，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稳定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精度的烟标产品与服务。 

2、经营模式 

国内各中烟公司对烟标等烟用物资的采购主要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公司参与竞标。中标后，公司与客户签订框架供货合

同，明确产品类别、服务事项、收款约定等内容，具体细节根据正式下发的书面采购订单而定，以销定产。 

3、所属行业情况 

烟标作为卷烟品牌建设、卷烟文化传播以及卷烟防伪的重要载体，是卷烟品质的重要体现，一直受到卷烟企业的高度重

视。卷烟是一种替代性较弱的消费品，周期性并不明显，但受节日消费效应的影响，烟标印刷行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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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12,913,001.28 423,447,786.61 423,447,786.61 -49.72% 280,488,029.79 280,488,02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131,143.55 26,278,327.14 26,278,327.14 22.27% 49,531,753.19 49,531,75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79,574.08 24,037,035.77 24,037,035.77 -25.62% 44,860,457.49 44,860,457.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3,267,655.95 94,345,808.17 94,345,808.17 -11.74% 95,049,883.74 95,049,883.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6 0.16 25.00% 0.31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6 0.16 25.00% 0.31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2% 6.52% 6.52% 1.70% 11.65% 11.6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508,409,785.69 760,573,439.61 758,813,802.89 -33.00% 526,657,337.97 526,657,33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9,073,454.86 382,942,311.31 382,942,311.31 4.21% 436,663,984.17 436,663,984.1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

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张宏清、肖海兰、夏明珠、李艳萍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2020〕175 号），检查中发现重要前期差错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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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18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

司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正，涉及 2019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8,129,247.77 55,072,865.43 50,789,460.90 48,921,42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69,901.85 7,336,277.84 1,683,745.06 17,841,21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47,618.67 6,825,912.58 1,965,319.65 4,140,72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38,881.23 18,921,009.64 17,914,293.70 35,193,4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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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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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泽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63.74% 101,977,000    

潮州南天彩云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3% 6,768,000    

吴烈荣 境内自然人 3.00% 4,800,000    

李斐 境内自然人 1.61% 2,571,400    

卢斌 境内自然人 1.19% 1,901,101    

邹英姿 境内自然人 0.38% 603,700    

王文明 境内自然人 0.36% 579,900    

严斌 境内自然人 0.34% 548,000    

王坚平 境内自然人 0.33% 531,100    

施侃 境内自然人 0.30% 4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董事、总经理肖海兰持有潮州南天彩云投资有限公司 10.91%的股份；自然人卢斌持有潮州

南天彩云投资有限公司 22.73%的股份；自然人吴烈荣持有潮州南天彩云投资有限公司 31.36%

的股份。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斐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71,400

股； 

公司股东王文明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79,900

股；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公司股东邹英姿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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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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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烟草行业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和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实，工商税利和上缴财政总额创

历史最高水平，经济运行和市场状态持续向好，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2,803亿元，同比增长6.2%，财政总额12,037亿元，增长

2.3%，实现税利总额和财政总额创历史新高，为国家和地方财政增收、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公司紧跟烟草行业经济运行和市场状态持续向好的态势，在防疫的大环境下，虽然在年初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但

公司积极配合政府防疫工作，精心组织复工复产，全年市场保持稳定，经营管理科学有序。 

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1,291.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9.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13.11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2.27%；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8,326.7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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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07.35万元，比上年末增长4.21%。 

报告期内，公司的具体经营工作如下： 

1、在业务拓展方面 

公司重点关注现有中烟客户的维系与积极参与各中烟招投标工作，加大目标客户的开发力度，业务拓展工作有序进行，

在持续巩固各中烟客户的业务优势地位基础上，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加大新产品拓展力度，保持了营业收入的基本稳定。 

公司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在技术创新、工艺创新、设备创新方面持续投入，针对提高管理及生产标准化及数字化、

自动化做了全面的整合与建设，力争提升烟标业务高效低耗运营。其次，积极布局非烟标类的配套生产规划，高端包装产品

配套提升方面进行了开发测试，以提升业务覆盖能力，提升业务的拓展范围。 

2、在运营管理方面 

公司持续有效运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和ERP管理系统，

导入ISO5001:2001能源管理体系，GB/T29490-2013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能耗管控能力及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意识，

优化管理机制，坚持"客户至上"原则，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质量保障的服务，通过管理系统信息模块的完善和信息共享，

实现销售、订单、生产、库存、核算等环节的信息一体化流程管理。并且，通过对运营管理水平的提升，从而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维护公司战略可持续发展。 

3、在知识产权与荣誉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获得71项国家专利以及27个注册商标，其中，5个发明专利，60个实用新型专利。同时还

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 

4、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 

公司秉承“汇纳百川，激流勇进”的精神文化理念，系统构建并循序优化集“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

文化”四位一体的企业文化体系，以推进工作创新为目标，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服务为手段，积极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新

思路、新途径和新方法，使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通过组织员工参与公司内外部主题活动，塑造员工使命感与

责任感；通过开展新员工培训、员工生日会、员工座谈会等活动，凝聚员工归属感；通过深化开展管理培训、技能培训、户

外拓展等一系列活动，全面提升员工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通过绩效考核和年度评优等活动，赋予员工荣誉感，实现员工成

就感。全方位打造具有新宏泽特色的企业文化，带动所有新宏泽人，用心筑梦，为成就百年基业而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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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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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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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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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

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1）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397,544.84 -40,554.40 356,990.44 

合同负债  35,888.85 35,888.85 

其他流动负债  4,665.55 4,665.55 

（2）对2020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

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采用该简化方法对公

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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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0年12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张宏清、肖海兰、夏明珠、李艳萍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2020]175号），检查中发现重要前期差错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正，涉及2019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具体情况如下。  

 

1、重要前期差错事项及更正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28日第四届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依据企业会

计准则与企业会计政策，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梳理、核实，并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重述。具体调整情况说

明如下： 

（1） 在建工程披露调整 

1）前期差错事项描述 

2019年年报披露的在建工程余额不准确，存在期后退货协商一致的在建工程，未考虑对列报的影响。 

2）前期差错更正影响 

上述差错更正对2019年财务报表重述影响如下：调减2019年末在建工程5,773,293.53元；调减2019年末应付账款

5,773,293.53元。 

（2）合并报表中评估增值部分的递延所得税负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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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差错事项描述 

合并报表中商誉未考虑子公司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增值部分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导致2019年报表列报

的商誉金额存在错报。同时基于评估增值的摊销，转回所对应部分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2）前期差错更正影响 

上述差错更正对2019年财务报表重述影响如下：调增2019年末商誉4,013,656.81元，调增2019年末递延所得税负债

7,238,335.09元，调减2019年末少数股东权益3,224,678.28元调增2019年度资产减值损失577,742.88元，调减2019年度所得

税费用1,041,916.83元，调增2019年度少数股东损益464,173.95元。 

 

2、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1）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在建工程 22,421,406.26 -5,773,293.53 16,648,112.73 

商誉 104,064,998.95 4,013,656.81 108,078,655.76 

  资产总计 760,573,439.61 -1,759,636.72 758,813,802.89 

应付账款 75,904,273.62 -5,773,293.53 70,130,980.09 

递延所得税负债  7,238,335.09 7,238,335.09 

  负债合计 289,536,206.18 1,465,041.56 291,001,247.74 

少数股东权益 88,094,922.12 -3,224,678.28 84,870,243.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71,037,233.43 -3,224,678.28 467,812,555.1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60,573,439.61 -1,759,636.72 758,813,802.89 

（2）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在建工程 22,155,919.53 -5,773,293.53 16,382,626.00 

  资产总计 545,225,075.47 -5,773,293.53 539,451,781.94 

应付账款 51,646,747.64 -5,773,293.53 45,873,454.11 

  负债合计 203,071,428.17 -5,773,293.53 197,298,134.6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45,225,075.47 -5,773,293.53 539,451,781.94 

（3）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 -13,959,052.31 -577,742.88 -14,536,795.19 

所得税费用 9,928,653.62 -1,041,916.83 8,886,736.79 

净利润 27,767,687.74 464,173.95 28,231,861.69 

少数股东损益 1,489,360.60 464,173.95 1,953,534.55 

综合收益总额 27,767,687.74 464,173.95 28,231,861.6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489,360.60 464,173.95 1,953,5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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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权之日股权

的比例（%）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之日的账面

价值 

期初至丧失控制时点的

净利润 

江苏联通纪元公司 55.45 2020年3月 190,820,814.43 315,216.58 

 

由于2020年3月以来，公司对江苏联通纪元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等印鉴失去控制，相关委派人员（财务负责

人等）无法正常履职，公司对江苏联通纪元公司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权无法正常履行，已实质上失去对江苏联通纪元公司

的控制，2020年3月1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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