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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4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2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规定，围绕公司整体战略目标，规范运作、科学决策，积

极开展董事会各项工作，坚决贯彻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促进了公司持续健

康、稳定的发展，切实维护、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就 2022 年度董

事会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39,733

亿元，比上年下降 0.2%。此外，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全球滞胀的风险的上升，

发达国家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疲态已现，政策刺激对消费增长的边际影响力明显

下降，以及全球供应链割裂现象持续，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对市场

的预判更加困难。受“俄乌战争”影响，原油价格大幅波动。面对市场下行压力、

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的多重压力，公司充分发挥规模和产业链配套优势，利用集

团化管理，母公司与子公司联动，保生产、保交货，巩固深化重点客户合作关系，

抢占市场份额；以技术创新支撑市场开发，丰富产品结构；推进 MES 系统，精

细化生产过程管控，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30,413.52 万元，

同比增长 9.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6,282.90 万元，同比增长

14.85%。 

1、双翼齐飞，业务和市场持续优化。报告期，彩印复合软包装材料业务作

为公司的支柱业务，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新材料业务作为公司未来重要发

展方向，正持续发力、大步赶上。其中：彩印包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55,300.79

万元，同比增长 10.45%，薄膜材料业务在整体营业收入中比重持续上升，实现

营业收入 45,862.18 万元，同比增长 12.76%，镀铝包装材料和油墨材料以自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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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为主，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4,906.31 万元、15,254.45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2.70%、6.65%。国际业务在公司产业链优势的支持下，东南亚市场拓展取得突

破，通过跨国客户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战略取得积极成效，实现营业收入

35,255.37 万元，同比增长 21.58%，在整体营业收入占比首次突破 10%。 

2、加快项目建设，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形成合力。报告期，年产 4000 吨柔

印复合无溶剂包装材料项目、年产 8000 吨新型功能膜材料项目以及年产 33000

吨新型 BOPE 薄膜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新项目的投运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

构，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利用，有利于创新综合包装整体解决方案，实现彩印包装

业务与薄膜类业务的高效协同，有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对公司创新膜产业升级、

推进包装 2025 目标实现都将发挥促进作用。  

3、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提升行业技术领先优势。报告期内，结合行业发展

态势和市场需求情况，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创新，积极参与头部客户先期

产品开发，对包装外观/造型创新，提升包装功能性以及环保包装创新等，努力

掌握产品技术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加强与高校、科研院

所等的紧密合作，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公司申请发明专利 14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 

4、重视 ESG，全力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期内，公司突出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模式，持续构建绿色发展体系。成立可持续发展暨双碳项目组，加入伊

利“零碳联盟”并完成低碳承诺。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二期项目顺利完工、

投入使用，标志公司实现全过程清洁生产。研发上，创新发展单一材质“零碳包

装”，单一材质可回收包装、可持续包装，在众多客户包装产品上成功应用，获

得国内及国际市场的充分认可。 

 

二、2022 年度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 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了 8 次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全体董事均亲自出 

席了各次会议，并对提交董事会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审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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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 2022-1-18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 

1、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 2022-2-24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 

1、公司 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等 15 个议案 

3 2022-4-21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 

1、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2、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的

议案 

3、关于继续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4 2022-8-9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 2022-9-15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 

1、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达成情况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成情况的议案 

6 2022-10-27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 

1、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2、关于注销剩余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

案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 2022-11-30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8 2022-12-16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2、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等 7 个议案 

（二）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2022 年度，公司共召开 3 次股东大会，全部由董事会召集，董事会规范组

织股东大会召开，认真落实各项股东大会决议，推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议 

案顺利实施，确保了广大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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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审议事项 

1 2022-2-23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1、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2022-3-18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1、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等 9 个议案 

3 2022-12-16 
202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三）董事会下设委员会运行情况 

1、战略及投资委员会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及投资委员会结合经济形势、行业发展状况、市场变化

特点等情况，分析讨论公司战略发展及未来投资规划，适时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2、审计委员会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委员会认真履行了监督、检查职责。对公司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情况、关联交易、委托理财、对外担保等事项及内外审计机构的工作情

况进行审查，对公司财务审计工作进行了有效的监督。 

3、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报告期内，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秉着勤勉尽职的态度履行职责，审查公

司董事及经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对股权激励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评定，对董事、高管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予以推

荐。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勤勉尽职。报告期内，所有独立董事均严格

审议各项议案并做出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并按照有关规定对公司的利润分

配、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续聘审计机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等重大事项审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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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独立意见，对公司的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切实维护了公司及投资者的

利益。 

三、行业发展概述 

包装行业按照材料可分为纸包装业、塑料包装业、金属包装业、玻璃包装业

和其他包装业。2021 年度，我国包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12,041.81 亿元，同比增长 16.39%，其中排名前三的塑料薄膜制造、纸和纸板容

器、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分别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3,514.68 亿元（占比 29.19%）、

3,192.03 亿元（占比 26.51%）、1,858.34 亿元（占比 15.43%）（来源：中国包

装联合会）。我国包装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能力在不断提升，已经成为制造

领域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我国包装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在包装品种、

包材质量、人均包装消费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及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包

装行业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塑料包装作为包装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中不断地创新摸索，变换各

种材质和形态，以满足市场变化和发展的需要。塑料软包装材料是塑料包装材料

中的一个主力军，其应用几乎遍及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在食品、日化、美妆、

医药、医疗防护、电子消费品等方面的应用，和其他包装材料相比更占有明显的

优势。随着居民整体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消费者需求也越来越高，加上食品

加工业、饮料制造业、日化品加工业等发展要求，对塑料包装在整体规模、产品

功能、外观设计、质量保障、差异化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 

塑料包装行业规模日渐增大的同时，也在不断面对环保政策提出各种的挑

战。绿色环保是塑料软包装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可生物降解、可回收和可循环

的软包装材料将成为发展趋势。国家出台的塑料包装行业政策，进一步引导塑料

包装行业向高端智能、绿色环保、可循环方向转型发展。中国包装联合会发布的

《中国包装工业发展规划》突出绿色低碳循环转型在产业深度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中的引领性作用，要求发展绿色包装材料，研发推广塑料包装材料可回收、可复

用等关键技术，重点推进高性能单一材质包装的研发、合成、加工、成型等工艺

与技术的创新。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发布的《塑料加工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指

导意见》中提出，塑料加工行业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庭、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围绕“功能化、轻量化、精密化、生态化、智能化”方面着力，为塑料加工



 - 6 -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贡献。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

境部发布的《“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的推出实施，强化了废弃塑料的

再生利用，对塑料垃圾的治理起到极大的作用，也更符合“限塑令”的初衷。单一

材料包装材料不仅能保障包装阻隔性、可印刷性等必要功能，而且在回收、再利

用时无需剥离不同的塑料，大大降低流程复杂度，有望达到 100%的回收率，不

仅可以减少塑料污染，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源。因此，单一材料正成

为软包装行业的一个主导方向，其市场价值也在不断扩大，或将成为行业的发展

“风口”。 

 

四、风险因素分析 

1、行业竞争风险 

塑料包装制品应用领域广泛，市场广阔，但是行业初期，进入门槛较低，生

产规模无序扩张，导致行业竞争激烈，企业利润率下降。激烈的市场竞争给公司

经营发展带来压力和动力，公司将努力正确把握行业发展方向，继续深化研发和

一体化服务，提升研发创新能力、工艺技术水平，保持产品品质、品牌营造等方

面的竞争优势，着力服务好现有优质客户资源，并持续开发国际知名企业及国内

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客户，进一步优化客户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2、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来自于石油的深加工产品，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受

到多方面因素干扰，原油市场一旦出现剧烈波动，将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受环保或双碳政策的影响，可能造成短期原材料市场供给的波动。针

对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原材料价格行情变化，科学合理组织

采购，同时保持产品价格策略的灵活性和库存弹性，最大限度规避原材料市场波

动影响。 

3、新项目投资风险  

公司新建投资项目是建立在充分的市场调查论证基础上的，具有较强的操作

性。但在项目实施及后续经营过程中，由于市场情况瞬息万变，不能完全排除因

市场需求、原材料价格、产品价格出现较大变动，及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

项目建设未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针对该风险，公司将加快项目建设速度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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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进程，尽快使产品投入市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前做好市场培育和客户开发，

以建立稳定的客户群来保障市场；将加大产品创新投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降低运营成本，确保项目取得预期收益。 

 

五、公司 2023 年经营计划 

2023 年，公司将积极围绕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可持续发

展理念，持续推进转型升级，加大研发投入、新产品开发，加快新市场、新领域

拓展，充分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聚焦彩印包装业务与薄膜类新材料业务双向发

展，持续提升抗风险能力并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1、强化安全管理，夯实绿色发展基础。根植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安全生产

推动绿色发展。坚持安全生产，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各项工作首位，把住安全生

产各环节，抓好安全各项工作实施落地，确保安全生产监管全覆盖，营造持续稳

定生产经营环境。坚持生产过程低碳化，落实清洁生产，大力度推进项目节能减

排，降低能源消耗，环境治理全程管控常抓不懈。将“永新”品牌赋予生态内涵，

通过品牌把优质产品回馈给市场，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理念。持续做好单一材质、

可回收包装等的市场开发和推广运用，打造行业绿色标杆企业。 

2、加大研发创新，着力新市场新领域开发。紧盯发展前沿，聚焦核心主业，

抓住全球绿色经济蓬勃发展机遇，链接海内外客户的创新需求与公司的创新资

源，形成互动创新体系，加快新材料研发及技术成果转化，拓展包装应用领域，

如绿色材料、工业包装、新能源领域、各类“新经济”产业、电商平台企业等行

业，优化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为公司持续发展注

入更强支撑和活力。 

3、落地数字化管理，打造行业旗舰工厂。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工作，进一

步融合 MES 系统、智能仓储系统，搭建基础数据体系和数据应用平台，实现设

备与工艺交互，以改变生产管理方式，推动设备互联、数据集成和智能管控，全

面提升组织运营效率；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打造数字化、智能化、

自动化生产运营体系，让产业互联网、包装智能化成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推动

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为产业发展带来示范作用。 

4、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公司发展质量。进一步完善公司相关制度，完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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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构，加强监督制衡，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持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树立主

动披露意识，提高透明度，提升公司价值，努力回报股东，增强股东对公司发展

的信心；全面践行 ESG 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

统；持续做好风险管控，研究风险、识别风险，建好风险的防火墙，提升防范风

险的能力，确保公司健康发展、行稳致远。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