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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2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8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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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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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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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兴股份 股票代码 00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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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明 季小马 

办公地址 福州市马尾区经一路 1 号 福州市马尾区经一路 1 号 

电话 0591-83684425 0591-83684425 

电子信箱 sxzq@shengxingholdings.com sxzq@shengxingholdings.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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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51,109,858.87 935,024,257.40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247,587.10 68,885,935.14 -4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021,160.08 60,246,823.51 -51.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218,831.48 110,573,472.38 -60.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4.0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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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239,047,868.83 3,253,395,279.76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87,706,783.62 1,794,118,251.15 -0.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4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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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昇兴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78.66% 655,398,603 655,398,603 质押 298,131,000 

睿士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21% 35,110,639    

温州博德真空

镀铝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4,186,046 4,186,046 质押 4,186,046 

吴武良 境内自然人 0.20% 1,655,532 1,241,649   

王策 境内自然人 0.20% 1,627,907  质押 1,627,907 

黄明金 境内自然人 0.20% 1,627,907    

林建高 境内自然人 0.18% 1,512,845 1,134,63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17% 1,392,300    

吕寅生 境内自然人 0.14% 1,202,980  质押 750,000 

宋扬 境内自然人 0.12% 964,7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睿士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之一，吴武良和

林建高为公司董监高；温州博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温州博德真空镀铝有限公司是

本公司子公司温州博德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温州博德科技有限公司 30%的股权，同

时温州博德真空镀铝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子公司昇兴博德新材料温州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

昇兴博德新材料温州有限公司 30%的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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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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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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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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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消费作为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的效应继续强化，为金属包装行业成长带来良好契

机。与此同时，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化，环保、质量、安全等法规标准的严格执行，将推进劣质产能出清，促进金属包

装行业整合；而原材料价格高企，提升竞争门坎与产品成本，也对下游金属包装行业提出挑战。 

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本集团更加关注中长期发展需要，将充分利用行业领导优势地位，秉持高水平的食品安全保障与

产品品质表现，稳步前行，积极把握行业机会，引领推进行业协同与整合，聚焦优势产品，打造高标准化产品线，严抓标杆

管理、提质增效，着力拓展市场新机会，以更加丰富、优质的产品组合，更加全方位的客户服务，满足客户需求，提升股东

回报。2018年上半年度，本集团上下齐心、并肩拚搏，实现销售收入 95,110.99万元，同比增长 1.72%，主要原因是提升产

品品质与服务，加大重要客户销售力度，市场份额提升；实现利润总额 4,778.11万元，同比下降 50.1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524.76万元，同比下降 48.83%,本期主营业务发展稳定，净利润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1）原材料价格上

涨，毛利率略有下降。（2）2017年上半年加大对应收账款回收力度，2017年同期坏账准备冲回金额较大。（3）本期开办费

用和融资成本增加及政府补助减少。 

集团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开展工作，本报告期主要工作如下： 

1.随着公司业务拓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经营呈现集团化、业务跨区域化特征，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在逐步加大，为

了公司的管理机制、管理水平、人才储备适应公司规模扩张的需要，保持公司持续、平稳、快速发展，本集团新年伊始，开

启了集团标准化建设的进程，深化标准化管理及企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为全面实施各分子公司生产单位的标准化、智能化

打下良好的基础。切实推进节能降耗、一岗多能提效工作，也取得初步成效。本集团还将继续不断强化智能、标准产品线，

优先利用闲置设备，降低成本。在内部管控方面，坚持推进标杆管理，促进运营改善提升；在技术层面上，配合两化融合工

作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保持多个产品线的技术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2.继续做好全国生产基地合理布局，研究下游食品、饮料、啤酒知名企业发展的动向，利用公司“贴进式”经营模式的

优势，迅速贴进下游企业新设基地，建立公司生产基地，以满足下游企业的需要，增强相互依存关系，增加市场占有率。公

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昇兴的制罐生产线建设项目和控股子公司昇兴博德新材料的“旋口铝瓶”项目进展顺利，预计 2018年下

半年建成投产；云南曲靖灌装及制罐生产线项目也在稳步开展前期工作；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产及销售规模，市场占有率

进一步提升，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3．公司积极深化与重要客户的合作，开拓新的市场领域，进一步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提高优质客户比例。

经过半年努力，公司子公司中山昇兴于今年 7月投资建设灌装二期项目，并与广州曜能量饮料有限公司签订《罐装功能饮料

代加工合同》，将为其提供灌装功能饮料（保健食品）产品和普通食品饮料的生产服务，对公司业务拓展及经营业绩将产生

积极影响。 

4.集团财务、信息等部门按照集团管控要求，推进了博德新材料、成都昇兴 ERP稳定上线，有利于“大采购、大生产、

大营销”管控模式的顺利运行，确保规范运营，降低运营风险，提高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同时通过加强集团内分子公司的

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人员互相交流学习，充分学习发挥集团内分子公司的各自优势。 

 5.报告期内，在分子公司内继续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努力营造快乐工作氛围。如两片罐事业部的“生日会”与“争

创岗位标兵-转版竞赛活动”、泉州分公司“邀您邂逅别样洞天福地团建活动”、郑州昇兴“野蛮体魄，和谐团队-2018春

季团建活动”、昆明昇兴“激情挑战，熔炼团队，共创未来-团队拓展活动”、昇兴云“烧烤大 Party”主题趣味活动等，

形式丰富，各具特色，为员工搭建展示风采的舞台，助力提升企业活力，活跃了员工工作氛围，增强企业凝聚力。 

6.本集团长足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的支持与厚爱，我们也竭力回馈社会，积极开展公益实践，力求为社会的和谐发展略

尽绵薄之力。如山东昇兴组织全体员工到德州减河风景区开展“爱心公益护环境，我为创卫做贡献”的活动。北京升兴、安

徽昇兴、山东昇兴等子公司不定期开展养老院献爱心公益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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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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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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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根据 2018 年 2月 5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为了拓展川渝区域市场,完善公司在全国市场的战略

布局，满足公司客户的产品需求，增加客户黏性，实现合作共赢，由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昇兴（香港）有限公司在成都市青白

江区设立子公司“昇兴（成都）包装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并投资制罐生产线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估算约为 5,906

万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1,800万元（详见 2018年 2 月 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7），该公司自 2018年 3月起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根据 2017年 12月 20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为了完善西南区域市场布局，实现与重要客户的产

业合作与长远发展目标，由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昇兴（香港）有限公司在云南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子公司“昇兴（云南）

包装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并投资建设灌装及制罐生产线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估算约为 25,081万元，项目公司注册

资本暂定为 10,000万元（后期根据项目进展决定增资）（详见 2017年 12 月 2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8）。该公司自 2018年 4月起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永贤    

                                                                 2018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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