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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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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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08441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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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同科技 股票代码 00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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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轩 蒋涛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 1

号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 1

号 

传真 0755-29949816 0755-29949816 

电话 0755-33873999-88265 0755-33873999-88265 

电子信箱 investor@szyuto.com investor@szyut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和经营模式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包装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主要从事纸质印刷包装产品及植物纤维产品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并为客户提供创意设计、结构设计、材料研发、大数据服务、第三方采购、仓储管理和物流配送等一体

化深度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为纸质包装、植物纤维及其他可降解新材料制品、精密塑胶、标签、炫光膜、功能材料模切

和文化创意印刷产品等。其中，纸质包装产品为彩盒、礼盒、说明书和纸箱等，植物纤维产品为电子消费品包

装内托、外盒及环保一次性餐具等，精密塑料产品为化妆品包装的泵及其他精密塑胶件，功能材料模切产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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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垫片、减震泡棉、保护膜和防尘网布等，文化创意印刷产品为个性化定制印刷产品、汉纸印刷产品和广宣

品等。公司服务的客户广泛分布于消费电子、智能硬件、烟酒、大健康、化妆品、文创、高端食品和奢侈品等

多个行业。 

公司始终坚持“客户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将“以客户为中心”作为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公司率先在业内

推行包装整体解决方案，即“一体化产品智造和供应解决方案、创意设计与研发创新解决方案、多区域运营及服

务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包括研发、设计、智造、仓储、物流及大数据营销等在内的一体化服务，并通过研发

创新、智能制造、信息化建设、供应链管理、生产力提升、流程优化、精细化管理、推行铁三角和项目管理制

等措施保障整体解决方案的有效执行，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推行包装整体解决方案，既是公司管理和服务等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公司赢得客户信赖的重要因素。依

托于包装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为客户创造业界领先的价值，助力客户赢得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基于此，公

司积累了大量优质客户资源，并进一步与诸多国际国内头部客户建立了长期、深入和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产品、经营模式及业绩驱动因素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产品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与劣势、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精品盒生产商，产品在全球消费电子与智能硬件行业、中国高端白酒行业具有领先地位；

在化妆品等领域的规模与能力快速提升，即将跻身第一梯队；此外，公司在植物纤维为原料的国内环保包装行

业同样占据领先地位。 

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公司已拥有一流的客户资源、全球化布局、一体化产品线、先进的自动化与智能工

厂以及环保包装全产业链布局等硬实力优势，并具备客户至上的企业文化、长期沉淀的优秀团队、行业领先的

技术与品质管理水平、品牌影响力、专业化的信息化开发团队和专业化管理能力等诸多软实力优势，这些实力

不但持续保障着公司在行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还助力公司以高于行业整体水平的增速实现营收快速增长。 

公司作为全球化产业链的参与者，主要业绩驱动因素较多。宏观环境方面，全球及国内经济发展和全球产业转

移、国内消费升级和消费市场的结构性调整等；公司内部因素方面，包括客户解决方案能力的提升，以信息化、

自动化与智能工厂为核心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全球及国内生产布局优化和专业化工厂建设，聚焦于环保纸张及

环保植物纤维原料的新型材料研发创新能力和组织架构的扁平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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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8,709,255,951.54 16,587,106,289.07 12.79% 12,574,553,98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61,200,332.70 8,506,067,295.04 8.88% 6,361,650,354.9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4,850,127,633.74 11,788,937,055.99 25.97% 9,844,874,98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7,219,213.77 1,120,160,133.02 -9.19% 1,044,942,37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8,087,119.76 984,739,549.98 -7.78% 967,372,99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7,528,507.47 1,003,019,058.00 16.40% 1,365,757,789.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869 1.2862 -15.50% 1.19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869 1.2690 -14.35% 1.19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2% 16.35% -4.93%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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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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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658,893,572.00 3,392,801,594.65 4,003,493,137.80 4,794,939,32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377,109.61 169,546,976.22 331,607,204.55 349,687,92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724,827.28 112,026,008.00 320,338,296.85 323,997,98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95,389.62 210,558,107.35 365,927,729.62 578,147,2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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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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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兰兰 境内自然人 48.00% 446,655,169 334,991,377 质押 162,660,000 

王华君 境内自然人 10.49% 97,603,051 73,202,288 质押 49,16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88% 73,307,817 0   

鸿富锦精密工

业（深圳）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 21,344,400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裕

同科技第二期

员工持股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4% 19,023,277 0   

#深圳市裕同电

子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 18,336,780 0   

上海君和立成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上海申创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18% 10,970,957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合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9,863,952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二组合 
其他 1.00% 9,270,901 0   

上海君和立成

投资管理中心
其他 0.89% 8,295,0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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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

上海申创浦江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两名股东王华君、吴兰兰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王华君、吴兰兰分别持有第六名股

东深圳市裕同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1%、49%股权，与深圳市裕同电子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第五名股东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裕同科技

第二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其余前十名股东之间，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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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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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等多重不利因素，我国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国民经济总体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将由2021年的5.9%降至4.4%，2023年则将进一步放缓至

3.8%。欧美地区的供应链将持续存在短缺困难，美国经济将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胀。对于中国而言，严

格的防疫政策和房地产行业投资减弱，对经济活力将产生一定抑制效果。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疫情发展形势、公司上游原材料纸价波动以及能耗双控等各种风险挑战，

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统揽全局、沉着应对，以战略为导向，提前规划，凝心聚力，通过大力发

展新业务和新兴细分市场、加快推进信息化和智能工厂建设、全面深化客户服务和精益生产等措施，全公司上

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在营业收入方面实现了稳健增长。 

2021年，公司实现年营业收入148.50亿元，同比增长25.97%；净利润10.17亿元，同比下降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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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2021年度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营收实现快速增长，新业务发展表现突出 

得益于公司近些年来积极布局的新兴细分市场和新业务，2021年的公司营收实现了快速增长。在深耕消费

电子包装市场的基础上，公司不断拓展有潜力、有价值的新兴细分市场。报告期内，新市场表现突出，酒包、

烟包业务营收增长显著，化妆品和大健康包装业务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时，公司紧跟行业步伐，紧握行业机遇，

利用自身优势，前瞻性布局优质战略性新业务。报告期内，产业互联网和环保包装等新业务增长迅速，也逐步

成为驱动公司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2、提效成果获客户认可，酒包业务实现跨越式增长 

2021年，酒包业务营收同比实现跨越式增长。在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引导下，酒包业务坚持推进自动化、信

息化策略，建设智能化生产线和一体化信息平台，在部分产线效能提升50%的基础上，打破营销、计划、生产

和品质之间的部门墙，实现实时数据联动，打造出先进、融合和体系化的经营管理平台。提质增效的系列措施

和成果获得客户高度认可，并获颁年度“卓越贡献奖”和“技术创新奖”等荣誉。2022年，随着泸州新设立智能工

厂，淮安新工厂的建设、投产，酒包业务将基本实现全国白酒行业的全面布局，开创量质齐升新局面。 

3、智能工厂大范围投产，预期目标逐一实现 

报告期内，公司许昌智能工厂建设已正式大范围投产，并实现了业务流、信息流和物流三流融合。工厂已

全面打通从原材料仓、印后车间、半成品仓、装配车间到成品仓库业务流贯通，以业务为导向推动产业园整体

信息化与数字化建设；工厂内实现全程物流无人化，并可完成跨楼层业务无人搬运。智能工厂的全面投产将在

提质增效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4、加大环保包装投入力度，构建全方位竞争优势 

2021年，公司进一步加大环保包装在研发创新、生产布局、产业链延伸以及品牌推广等方面的投入力度。

为打造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公司成立裕同环保研究院，全面开展绿色新材料前沿技术研发；生产布局方面，

公司在原有六大环保包装制品和原料基地的基础上，新设潍坊环保包装制品生产基地，完善生产交付布局；在

公司环保品牌的推广方面，公司联合绿色江河等公益组织开展了保护三江源、守护海洋等环保活动，并积极参

与行业论坛，扩大市场占有率及行业影响力。公司在环保包装方面的生产、研发以及品牌实力还获得客户高度

认可，深圳裕同、宜宾裕同和海口裕同成功入选“青山计划2021年度绿色包装推荐名录”。 

5、数字化产业链初具规模，数字化产业园多地试点 

公司在数字化供应链模式上的探索已逐步深入，并初具规模，业务营收较2020年同比增长约70%。数字供

应链平台打通了从前端需求到柔性制造全链路，链接超3000家印刷包装类供应商，服务良品铺子、盒马鲜生、

拼多多等多个品牌客户，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印包数字化供应链平台。数字化供应链以数字化方式为企业赋能，

通过完善的产品矩阵、可信赖的供应链体系和先进的SaaS管理系统，打造高效、智能的数字化采购和服务体系。

同时，公司试点轻资产模式运营数字化产业园，链接行业优质制造资源，充分运用公司成熟的技术实力和管理

水平赋能产业上下游，目前已试点区域包括广东惠州、贵州遵义、上海与江苏盐城等地，未来将持续推进产业

园区建设。 

6、化妆品包装取得重要进展，高端品牌客户稳步合作 

2019年起，公司战略性进入化妆品行业，始终聚焦于重点品牌客户，目前已在高端化妆品品牌客户开发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为不断加强化妆品包装专项制造服务能力，公司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同步发力，布局化

妆品包装专属车间，搭建化妆品包装专职服务团队，引进化妆品包装行业前沿印刷设备，以及专业、高速的印

后自动化装备，并开发了一批业内具有竞争力的战略合作伙伴。报告期内，公司的化妆品包装业务营收实现较

快增长。未来，该业务将继续聚焦高端品牌的深入合作，打造核心竞争力，集中力量做大份额和规模，致力于

成长为化妆品包装行业主导力量。 

7、深化研发与技术中心建设，构建专业技术壁垒 

为巩固行业竞争优势，构建行业竞争壁垒，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2021年，公司基于长

远发展规划，深化研发与技术中心建设并成立技术委员会，统筹公司创新型技术的研发、技术标准的制定与执

行，以及节能降耗措施的规划与实施。研发与技术中心紧跟社会发展趋势和环保政策需求，致力于研发多种环

保材料和工艺，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功开发UV和普通水性两种技术路线，实现传统PP/PET覆膜的去塑化；

开发、储备生物降解和自然降解等环保材料的多方位应用解决方案，以及零矿物油墨印刷技术方案；研发多种

UV胶印新型工艺，替代传统的离线丝印工艺。未来，公司将坚持以客户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提高专业

技术水平，解决客户需求痛点，打造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的制造能力。 

8、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员工凝聚力 

为建立和完善企业员工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促进

公司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实施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涵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骨干，总参与人数748人，总规模65,760万元。 

    （二）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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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购湖北奥嘉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2021年1月14日，公司完成收购湖北奥嘉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奥嘉特”）51%股权，收购价格为1元，以下

为湖北奥嘉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奥嘉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3月26日 

注册资金：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家红 

公司住所：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田镇田镇马口工业园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5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机械设备销售；油墨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研发；印刷专用设备制造；合成材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投资设立深圳裕创联合包装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1年1月6日，公司投资设立深圳裕创联合包装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创联合包装供应链”），注册资金：2000万元，

以下为裕创联合包装供应链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裕创联合包装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月6日 

注册资金：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少平 

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兴科路万科云城设计公社A3区A308  

股权结构：深圳云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持股35%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供应链管理；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原纸、纸制品（不含出版物）、文化用品、体育用

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销售。（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纸制品包装、销售。 

 

3、投资设立云南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2日，公司投资设立云南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裕同”），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

云南裕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3月22日 

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记民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高新区马金铺生物科技孵化器3号标准厂房9楼101-1室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设计；标识标牌、不干胶、文化用品、纺织品、包装制造的设计、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的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自有房屋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租赁；广告喷绘业务；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平

面设计；品牌设计；组织艺术文化交流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投资设立山东裕同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裕同印刷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设立山东裕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裕同”），注

册资金1000万美元，以下为山东裕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设立山东裕同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4月21日 

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王彬初 

公司住所：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盛春社区银通路以北、潍安路以东银通街6899号场院内3号车间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裕同印刷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品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

制品销售；专业设计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5、投资设立乐山市裕祺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公司投资设立乐山市裕祺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裕祺”），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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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乐山裕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乐山市裕祺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4月28日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吉良 

公司住所：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葫芦镇福华路1号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5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制造；

生态环境材料销售；模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投资设立永修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公司投资设立永修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修裕同”），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永

修裕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永修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4月29日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邓琴 

公司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湖东区建昌大道赣江中心城22栋2318室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收购深圳市方氏华泰印刷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裕雅科技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810万元（原收购价格为4,609.16万元，按对赌协议分

期支付收购款。后经双方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调整后的收购价格为1,810万元）价格收购深圳市方氏华泰印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方氏华泰”）100%股权，注册资金：15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方氏华泰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方氏华泰印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7月12日 

注册资金：15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方华声 

公司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上村下南第三工业区第8栋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裕雅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印刷材料及相关辅料的销售；从事广告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许可经营项目

是：包装制品、纸制品的加工；彩盒、说明书的生产与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品的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五金、塑胶的生产

与销售；普通货运。 

 

8、投资设立北京裕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3日，公司子公司天津图文方嘉印刷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北京裕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裕虹”），注

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北京裕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裕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6月23日 

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谢宇波 

公司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甲560号B区302-B37 

股权结构：公司子公司天津图文方嘉印刷有限公司持股60%  

经营范围：出版物零售；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企业策划、设计；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文艺创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零售文化用品、小饰品、装饰材料、

工艺品；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文化艺术咨询；教育咨询（不含培训）。（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出版物零售、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投资设立贵州印想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日，公司子公司深圳云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贵州印想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印想”），注册

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贵州印想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印想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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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少平 

公司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新蒲新区高科技产业园1-2厂房 

股权结构：公司子公司深圳云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

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包装装潢

及其他印刷品印刷；书刊印刷；印刷品销售，印刷机械器材制造，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纸制品、包装制品、机械设备、文化

用品、电子产品、服装、乐器、日用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模具、不锈钢制品、五金配件、塑料制品的生产销

售，广告设计、制作，电脑图文设计、制作；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0、投资设立东莞市裕雅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7日，公司子公司深圳市裕雅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东莞市裕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裕雅”），注册资金

10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东莞裕雅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裕雅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9月7日 

注册资金：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方华声 

公司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塘清东路312号3栋 

股权结构：公司子公司深圳市裕雅科技有限公司持股6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塑料制品制造；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

汽车零部件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业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1、投资设立贵州裕创联合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0日，公司子公司深圳裕创联合包装供应链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贵州裕创联合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裕

创”），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贵州裕创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裕创联合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9月10日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少平 

公司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黄家坝街道湄潭经开区B区以晴集团标准厂房1层 

股权结构：公司子公司 深圳裕创联合包装供应链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

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包装材料

研发；纸制品包装、销售；供应链管理；创意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玻璃制品及塑料制品销

售；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原纸、原辅料、纸制品（不含出版物）、文化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投资设立泸州裕同智能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3日，公司子公司东莞市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泸州裕同智能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智能包

装”），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泸州智能包装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泸州裕同智能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9月13日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汤志敏 

公司住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业集中发展区永盛路2号 

股权结构：公司子公司东莞市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专业

设计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3、投资设立东莞裕同互感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4日，公司子公司东莞市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东莞裕同互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裕同互感”），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东莞裕同互感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裕同互感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9月14日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支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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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连环路32号1号楼401室 

股权结构：公司子公司东莞市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

制品研发；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子产品销售；纸制品

制造；纸制品销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乐器批发；乐器零售；乐器零配件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

品批发；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模具制造；

模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4、投资设立淮安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公司投资设立淮安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裕同”），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淮

安裕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淮安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9月15日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汤志敏 

公司住所：淮安市涟水县保滩街道工业集中区民生路2号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包装服务；纸制

品制造；纸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5、收购东莞捷领科技包装有限公司60%股权 

2021年9月，公司子公司海口市裕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裕同”）完成向自然人陈伟联投收购其持有的东莞捷

领科技包装有限公司60%股权事项（以下简称“东莞捷领”），收购价格为180万元。以下为东莞捷领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捷领科技包装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7月11日 

注册资金：3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伟联 

公司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三江工业区路12号 

股权结构：本公司子公司海口裕同持股60%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环保材料、包装材料、自动化机械设备、模具制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6、合资设立香港比客恩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裕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与AVD Holdings Ltd合资设立香港比客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比客恩科技”），注册资金为800万港元。其中，香港裕同出资640万港币，持股80%；AVD Holdings Ltd出资160万港币，

持股20%。以下为比客恩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香港比客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9月23日 

注册资金：800万港元 

公司住所：香港新界荃湾青山公路264-298号南丰中心21楼2102e室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80%  

经营范围：拟为纸质、塑料、玻璃、木质等各类材质的印刷包装。 

 

17、投资设立贵州云创酒包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云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贵州云创酒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云创”），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为贵州云创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云创酒包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1月30日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少平 

公司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新蒲新区高科技产业园1-2厂房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51%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

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国内贸易

代理；贸易经纪；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箱包销售；包装专用设备销售；食品用塑

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特种陶

瓷制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办公用

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0 

备批发；建筑材料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包装服务；专业设计服务；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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