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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0-045 号 

债券代码：128071              债券简称：合兴转债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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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兴包装 股票代码 00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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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春华 王萍萍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

2 号楼 19 楼 

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2

号楼 19 楼 

电话 0592-7896162 0592-7896162 

电子信箱 zqb@hxpp.com.cn zqb@hxp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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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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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4,764,635,588.87 5,485,109,674.99 -1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8,196,462.47 133,757,105.20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1,019,954.55 120,260,672.55 -1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26,948,140.48 178,736,146.28 2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9% 4.79%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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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4,340,587.47 6,512,305,837.19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052,421,464.56 3,029,964,985.03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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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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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兴汇聚
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96% 397,173,280 0 质押 190,751,000 

宏立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66% 124,703,040 0   

徐勇 境内自然人 1.45% 16,905,463 0   

夏平 境内自然人 1.28% 14,914,597 0   

夏光淳 境内自然人 1.16% 13,571,180 0   

兴证证券资
管－浦发银

行－兴证资

管鑫众 15号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07% 12,482,291 0   

王静 境内自然人 1.00% 11,662,960 0   

孙长根 境内自然人 0.99% 11,589,400 0   

沈素芳 境内自然人 0.98% 11,459,4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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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美 境内自然人 0.80% 9,334,6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述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宏立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的股东

为许晓光、许晓荣、许天津、吕秀英、石河子兴汇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宏立投资的股东为许晓光、许晓荣；许天津、吕秀英为配偶关系，许晓光、

许晓荣为其子女； 

2、上述夏平、徐勇、夏光淳、王静、孙长根、沈素芳、李月美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夏平与夏光淳为兄弟关系，王静为夏平妻子，徐勇、

孙长根、沈素芳、李月美与夏平为朋友、同事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股东，公司股东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305,373,280 股，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91,800,000 股，合计持有 397,173,280股；公司股东徐勇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905,463 股，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16,000,000股，合计持有 16,905,463 股；公司股东王静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57,960股，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4,605,000 股,合计持有 11,662,960股；公司股东孙长根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11,589,400 股,合计持有 11,589,400股；公司股东沈素芳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451,47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11,008,000股,合计持有 11,459,47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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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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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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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国内市场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公司及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复工复产

延迟，各项业务开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公司采取了各项措施，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稳步有序

恢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6,463.56万元，同比下降13.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19.65万元，同比增长3.32%。其中，2020年单二季度，公司各项主要经营指标同比实现大幅增长，第

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83,366.36万元，同比增长8.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41.51万元，

同比增长55.0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事项概括如下： 

(一) 加快募投项目建设与投产，有效提升公司产能 

公司于2019年6月，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核准批文，并于2019年8月向社会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59,575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用于环保包装工业4.0智能工厂项

目（以下简称“环保包装4.0项目”）和青岛合兴包装有限公司纸箱生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青岛合兴项目”）。

环保包装4.0项目和青岛合兴项目建设期均为18个月，目前处于建设期。环保包装4.0项目第一期预计2020

年下半年第一条生产线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青岛合兴包装项目第一期于2020年5月第一条生产线已投

入使用。这两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产产能，提升产品层级，以进一步满足客户的需求。 

(二)内生外延同步驱动，不断开发优质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团队保持稳定，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不断夯实主营业务。一方面在应

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业务程序；另一方面公司通过业内领先的研发能力，结合自

身的生产工艺优势，为客户提供更高效的服务，不断增强客户的粘性。在实现原有客户采购量的提升，也

积极开发包括菜鸟、今麦郎等在内的新客户。 

(三)重视投资关系管理，积极回馈全体股东 

公司通过投资者来电、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关系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

的沟通和交流，及时解答投资者关心的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问题，切

实保障投资者的公平获取信息的权利。对于投资者在深交所投资者互动平台的提问都能及时有效回复，回

复率100%，与投资者保持良好沟通。 

同时，在股东分红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制定并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9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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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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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14号——收入》的相关规定。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 
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相关规定，新收入准则修订的

内容主要包括： 

1、修订后的新收入准则将现行的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作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期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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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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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新设增加二级子公司15家、三级子公司1家及分公司1家，转让及注销11家。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晓光 

2020年 8月 27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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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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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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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