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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4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4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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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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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409,88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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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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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软包装行业随着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人均包装消费金额相比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行

业经过成长期的野蛮生长，尽管近几年在环保政策的影响下，淘汰了一些小微企业，但是竞争依旧激烈。

面对激烈的竞争，公司依托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通过自主研发创新，延伸产业链，丰富产品结构，强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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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竞争优势，不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将通过新型多功能薄膜材料项目的建设，不断转型升级，积

极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促进公司继续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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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737,497,376.96 2,599,724,041.24 5.30% 2,332,267,54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032,141.63 269,116,549.45 12.60% 225,324,38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5,681,402.93 238,302,049.39 15.69% 202,459,00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8,623,540.95 428,432,150.13 28.05% 323,833,456.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54 12.96%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4 9.26%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9% 15.17% 1.02% 12.7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954,630,295.32 2,545,851,954.52 16.06% 2,536,881,16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1,118,467.36 1,857,985,509.26 7.17% 1,838,464,7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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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634,577.43 712,955,337.37 699,569,925.62 794,337,53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9,315,034.39 75,490,022.21 91,540,415.78 86,686,66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789,514.18 71,902,955.08 87,096,592.71 70,892,34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364,190.54 177,129,552.01 203,980,322.50 146,149,4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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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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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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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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 159,651,305 0   

奥瑞金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05% 113,315,201 0 质押 101,308,937 

MEGA 

POWDER 

COATINGS 

LTD 美佳粉

末涂料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88% 19,934,440 0   

永邦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7% 17,306,7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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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10,942,181 0   

大永真空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75% 9,000,090 0   

北京奥瑞金

包装容器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4% 8,452,594 0 质押 8,450,000 

黄山永新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1.40% 7,200,000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9% 5,107,350 0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

灵动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4,477,0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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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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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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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国际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全球

化出现逆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被不断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循环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使

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尽管我国的疫情在短期内就得到控制，国家推动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消费有效需求仍显不足，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1-12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同比下降3.9%，其中，除汽车以外的

消费品零售额352,566亿元，下降4.1%；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在3、4月份经历冰点之后，一路上扬，对

公司的经营决策带来很大的挑战。面对诸多困难，公司在董事会的科学决策下，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共同

努力，积极应对，以良好的业务创新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外抓机遇拓展市场，内抓管理提质增效，公司

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73,749.74万元，同比增长5.3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303.21万元，同比增长12.60%。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工作计划，根据疫情的影响，抢时间，抢市场，疫情防控不放松，生产

经营不停步，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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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疫情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发生改变，物流及供应链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海外市场，

公司及时调整市场拓展计划，依托子公司区域优势，以点带面，积极拓展国内客户，通过跨国企业，辐射

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防疫物资需求的爆发，公司通过自主研发，透气膜产品顺利切入医疗器械领域，应

用于医疗防护服，拓宽了产品应用领域，保证了公司业绩实现增长。 

2、主导技术创新，持续走差异化产品战略。公司始终坚信产品技术创新是服务市场的基础，积极应

用新材料、新工艺，开发新产品，拓展新领域，推出了透气膜、保护膜、标签膜、牙膏膜、自粘膜、压纹

膜、PS片材等新产品，镭射/拉丝防伪包装、锁鲜包装、奶酪包装、大健康包装等获得市场认可，单一材

质/可回收包装产品取得客户成功应用，取得阶段性成果。持续优化的产品结构，丰富完整的产品链，一

站式、整体性的包装解决方案，为公司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3、全面深入推进极限成本管理，开展工艺设计与消耗控制、材料替代、配方改良、包装方式优化等

成本节俭项目，关注细节，促进制造成本最优化，提升综合生产效益。持续开展卓越绩效管理，科学制定

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促进质量改进、研发管理、顾客关系管理等方面的系统性完善与提升，并首次申报

《第五届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 

4、在国内疫情控制后，立即加紧项目建设推进速度。陕西永新完成主体工程设施建成投产，获得生

产许可，并顺利通过客户审核认证，于2020年11月份开始向客户供货，有利于公司为西北地区企业提供更

优质的包装产品服务；黄山包装《年产15000吨高性能薄膜项目 》于2020年8月份建成完工投产，《年产8000

吨新型功能膜材料项目》基建工程全面铺开，主体厂房、仓库、辅房设施同步建设；黄山新材料《年产33000

吨新型BOPE薄膜项目》完成土地摘牌、设备合同定购，正在与设备厂商连同设计单位确定设计方案。 

5、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完善了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吸引和留

住优秀人员，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深度绑定，充分调动经营管理团队积极性和

创新创造能力，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 

6、秉承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坚持在环境护保、社会保障和企业管治等方

面不断创新、优化，提升能力。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安全管理常抓不懈，为员工安全、

公司安全及正常生产运营保驾护航。公司及下属子公司VOCs治理不断完善并有效运行，废气废水动态监测、

达标摆放，垃圾固废分类管理、充分利用、定点处置，并成功办理了《排污许可证》。积极应对利益相关

方诉求，努力实现与客户和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和互利共赢，连续多年实施现金分红，回报投资者共享企业

发展利益。积极响应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安全防控责任，率先复工复产紧急为客户生产防疫抗疫物资，并

踊跃捐资助力抗疫，履行应尽社会责任。公司关注员工发展和培育，重视职业道德操守教育，通过内部培

训和外派学习结合帮助提升，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知识竞赛和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员工生活，增强企业

凝聚力。结合“包装2025” 战略，积极开发推广单一材质、易回收等环境友好型新材料，争当中国塑料

软包装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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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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769,335.90 254,362,875.84 24.65% -0.86% -3.78%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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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

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 月1 日)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

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7,030,991.86元、预收款项

-7,945,020.80元、其他流动负债914,028.94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以及少数股东权益无影响；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5,122,821.87元、预

收款项-5,788,788.71元以及其他流动负债665,966.84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

无影响。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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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年产33000吨新

型BOPE薄膜项目的议案》，全资子公司黄山永新新材料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6日注册成立，纳入2020年度

合并报表范围。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  毅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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