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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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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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809,889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元（含税），

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永新股份 股票代码 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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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永亮 潘吉沣

办公地址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东路 188号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东路 188号

电话 0559-3514242 0559-3514242

电子信箱 zqtz@novel.com.cn zqtz@novel.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真空镀膜、多功能薄膜、彩印复合软包装材料、纸基复合包装材料、

新型医药包装材料、塑料制品、精细化工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主要用于食品、日化、医药

等领域，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塑料软包装行业经过长期的快速发展，已经步入成熟期。目前，消费市场容量依旧庞大，

行业能够保持稳健增速；另一方面，随着跨国企业的进入，行业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加剧。

公司始终专注于塑料软包装行业，凭借技术积累、产品创新、产业链协同配套以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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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核心竞争优势，与客户端的龙头企业、品牌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论从市场

规模、创新能力还是综合实力上，公司仍是国内行业中的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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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2,599,724,041.24 2,332,267,545.29 11.47% 2,008,242,60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116,549.45 225,324,381.72 19.44% 205,483,20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302,049.39 202,459,001.80 17.70% 187,353,709.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8,432,150.13 323,833,456.96 32.30% 277,299,915.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45 20.00%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45 20.00%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7% 12.78% 2.39% 12.16%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年末

资产总额 2,545,851,954.52 2,536,881,163.02 0.35% 2,401,280,82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57,985,509.26 1,838,464,715.08 1.06% 1,764,264,8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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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104,691.30 582,941,997.93 705,268,302.24 743,409,04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995,792.72 55,128,149.45 78,789,628.59 84,202,97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811,279.48 53,218,579.08 76,550,288.06 60,721,902.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588,886.93 74,770,139.51 75,906,856.83 242,166,2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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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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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6,44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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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永佳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70% 159,651,305

奥瑞金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50% 113,315,201 质押 113,308,937

MEGA
POWDER
COATINGS
LTD美佳粉

末涂料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96% 19,934,440

永邦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4% 17,306,707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

领航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42% 12,168,038

大永真空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09% 10,516,790

北京奥瑞金

包装容器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8% 8,452,594 质押 8,450,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1% 5,107,350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庚小盘

价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6% 4,827,250

#大连通和投

资有限公司

－通和宏观

对冲一期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0.93% 4,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和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奥瑞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奥瑞金包装容器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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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通和投资有限公司－通和宏观对冲一期私募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股份 4,700,000
股。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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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大国博弈日益加剧、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经贸

摩擦此起彼伏、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等等，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也使得中国

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更趋复杂。尽管我国政府加大逆周期调节、积极实施稳

定经济政策，经济增速仍呈逐季放缓趋势、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但经济运行依然稳健，稳中

向好的势头没有改变。

2019年，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原材料价格多变、环保督察力度加大，经营环境

形势严峻。凭借多年以来奠定的坚实基础，公司董事会科学决策，经营管理层及员工奋力拼

搏、积极应对，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扎实开展各项工作。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

持续稳健，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管理体系日趋完善。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259,972.40万元，

同比增长11.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911.65万元，同比增长19.44%。

1、安全环保与统一管控继续强化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进安全环保常态化运行，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引入专业安全

机构评价整改安全隐患，全面做好安全职业健康防护；总部及下属子公司VOCs治理项目顺利

运行，环保治理阶段性效果明显。通过统一管控，充分发挥总部、子公司的职能定位，强化

公司总部资源配置中心、运营调控中心、品牌发展中心等作用，总部、子公司之间协调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子公司运行质量和经营效益持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2、市场开拓与技术创新双线驱动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做好大客户销售和客户关系维护，在巩固老客户的基础上着重其新

产品的开发，大客户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寻找新兴行业或得益于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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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行业领域，瞄准细分市场龙头，加大拓展力度，重点市场或新兴领域获得突破；切实

发挥海外办事处作用，通过跨国公司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国际业务取得较大增长。坚持以技

术引领市场、以技术支持市场的技术理念，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技术储备和技术服务工作，

全年新产品研发试制386项，技术项目申报22项，申请专利33项、获授权专利22项。同时，公

司还主导参与了3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起草修订，发挥行业引领作用。

3、技改升级和投资建设同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技改项目全部完成，生产环境全新升级，黄山包装技改扩建和新力

油墨新厂搬迁项目建成投产，各业务板块产能大幅释放，对提高生产效能、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产品品质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陕西永新包装有限公司已开工建设并将于2020年投

入运营，黄山永新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项目前期准备即将启动，新项目的建设投产将给公

司发展注入新活力。

4、规范治理和文化引导相得益彰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继续保持核心管理层的稳定；进一步完善公

司治理体系，狠抓内部控制；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守法意识，企业规范运行和风险防控

水平不断增强。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形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升综合管理能力，增强

软实力；构建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聚焦团队、弘扬正能量，树立正面导向作用；强化薪酬

改革、完善绩效考核，促使内部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进一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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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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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印包装材料 2,122,009,147.89 264,360,615.89 25.45% 8.74% 10.3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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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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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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

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的明细项目。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

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

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2019

年6月10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本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

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应收票据 112,589,404.33 - -112,589,404.33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112,589,404.33 112,589,404.33
其他流动资产 253,258,229.06 3,258,229.06 -250,000,00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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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76,494,359.17 - -76,494,359.17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76,494,359.17 76,494,359.17
其他流动资产 251,285,532.71 1,285,532.71 -2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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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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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全资子公司陕西永新包装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注册成立，纳入2019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 毅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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