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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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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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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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964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

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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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美星 股票代码 3005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钦杰 张钦杰 

办公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新泾东路）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新泾东路） 

传真 0512-58693908 0512-58693908 

电话 0512-58693918 0512-58693918 

电子信箱 dsh@newamstar.com dsh@newamsta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作为中国高端液体（饮料）包装机械研发与制造基地，新美星致力于为液态产品工厂提供产存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的总

集成总承包服务。长期以来，新美星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品质赢得市场”的经营理念，在饮料、乳品、酒类、调味品

和日化品五大领域精耕细作，为全球用户提供水处理、前调配、吹瓶、灌装、二次包装、智能物流设备等成套智能装备及产

存一体化全面解决方案，实现着“中国装备 装备世界”的梦想。 

 

从配方工艺支持、产品瓶型的三维设计到用户工厂的整体工程布局，从核心装备的研发设计、工程项目的安装调试，再

到操作人员的多维度培训，新美星至今已服务于可口可乐、达能、雀巢、大冢、娃哈哈、达利、怡宝、景田、农夫山泉、益

海嘉里、中粮、海天、鲁花、恒顺、纳爱斯等国内外著名品牌，2200多条生产线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主营业务为液体包装机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主要产品为前处理系统、吹灌旋一体机、吹瓶系统、灌装系统

以及二次包装系列设备，能够为客户提供液体包装全面解决方案。近年来，公司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以“帮客户建

设理想工厂、助员工实现人生梦想”为使命，以高附加值、智能化的液态食品包装机械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主业，充

分发挥技术优势、品牌及客户优势、液态食品包装一体化全面解决方案优势、多应用领域优势、产品高性价比等竞争优势，

为客户提供智能化、高性能、高附加值的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介绍： 

公司主要产品 产品介绍 产品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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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灌旋一体机 

无菌吹灌旋一体机、瓶装水吹灌旋一

体机、大包装水吹灌旋一体机、超洁

净吹灌旋一体机、碳酸饮料吹灌旋一

体机、热灌装吹灌旋一体机、非饮料

吹灌旋一体机 

 

 

前处理系统 
水处理系统、调配系统、UHT系统、CIP

系统、消毒液调配系统等 

  

吹瓶系统 
小瓶吹瓶机、大瓶吹瓶机、超大瓶吹

瓶机等 

  

灌装系统 

无菌灌装机、含气灌装机、PET啤酒灌

装机、调味品灌装机、超洁净灌装机、

瓶装水灌装机、酒类灌装机、日化品

灌装机、热灌装机、桶装水灌装机、

食用油灌装机 

  

二次包装系列设备 

输送系统、温瓶机、倒瓶杀菌机、喷

淋杀菌机、膜包机、纸箱裹包机、分

拣机器人、机器人装箱机、机器人码

垛机、龙门码垛机等 

 

未来，公司将不断改善治理结构，持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完善国内外售后服务体系，为

公司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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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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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1,921,618,690.98 1,661,651,991.16 15.65% 1,451,031,00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6,971,773.63 609,715,427.58 1.19% 596,034,250.78 

 2021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710,146,169.61 691,498,480.98 2.70% 691,941,19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282,848.51 58,050,194.52 0.40% 41,874,47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927,457.57 28,935,879.35 -31.13% 35,072,470.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14,721.96 205,335,062.79 -84.55% 10,388,870.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0 0.00%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0 0.00%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0% 9.56% 0.04%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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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96,847.53 189,968,098.61 152,491,974.89 190,789,24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80,617.41 19,998,022.72 9,907,306.43 18,996,90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64,148.32 20,123,159.43 3,878,576.48 12,208,71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486,856.73 37,679,597.69 22,477,642.61 18,044,3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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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3,218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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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德平 
境内自然

人 
31.71% 93,989,399 93,989,399   

何云涛 
境内自然

人 
23.17% 68,687,520 55,955,640   

建水县德运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9% 15,376,400 0   

刘先立 
境内自然

人 
0.73% 2,176,694 0   

#李胜军 
境内自然

人 
0.61% 1,794,998 0   

MORGAN 境外法人 0.50% 1,491,0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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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 & 

CO. 

INTERNATION

AL PLC. 

吴建明 
境内自然

人 
0.42% 1,240,200 0   

李剑东 
境内自然

人 
0.42% 1,238,527 0   

#商璐 
境内自然

人 
0.38% 1,111,900 0   

张庆生 
境内自然

人 
0.37% 1,082,58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何德平、何云涛系父子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何德平持有建水县德运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54.5%的股份；公司未知其余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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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云涛           

 

2022 年  4  月  26  日    


	/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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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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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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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