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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2                            证券简称：普丽盛                            公告编号：2019-024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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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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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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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丽盛 股票代码 30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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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国进  

办公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金张支路 84 号  

传真 021-57213028  

电话 021-57211797  

电子信箱 chi@cn-pl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从事液态食品灌装机械和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灌装机系列设备、前处理系列设

备、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 

    公司以“创新驱动、环境友好”为企业的发展理念，一直专注于为饮料、乳制品等液态食品生产企业提供生产设备和包装

材料，主要产品均用于饮料、乳制品等液态食品的生产。灌装机系列设备、前处理系列设备用于饮料、乳制品的调制、灌装

等生产工序，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用作饮料、乳制品调制完成后的包装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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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核心产品主要基于无菌灌装技术，公司业已同时掌握了无菌纸铝复合材料灌装技术、无菌共挤材料灌装技术、无菌

纸罐灌装技术、无菌HDPE和PE瓶、无菌杯等多种无菌灌装技术。有能力独家为客户输出整线液态食品无菌灌装技术、无菌

灌装智能生产线和包装材料。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液态食品的包装及其前处理领域，经历了技术水平逐步提高、配套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目

前客户群体已拓展到蒙牛乳业（HK.2319）、伊利股份（600887）、光明乳业（600597）、三元股份（600429）、中国绿色

食品（HK.00904）、黑牛食品（002387）、福建达利集团等知名液态食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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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579,549,995.56 694,225,978.93 -16.52% 575,815,76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396,009.51 8,754,570.33 -2,857.37% 7,248,40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9,793,986.19 -3,764,471.86 6,269.92% 4,145,12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75,707.30 20,808,239.50 -367.09% -61,721,893.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1 0.09 -2,777.78%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1 0.09 -2,777.78%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0% 0.90% -29.30% 0.7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508,553,295.44 1,665,455,953.19 -9.42% 1,419,543,04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6,912,588.94 973,958,677.17 -25.37% 967,288,745.8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0,622,077.70 210,923,487.44 108,298,337.93 69,706,09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9,996.31 16,881.34 -12,352,179.18 -231,690,70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8,399.49 -46,828.48 -12,405,940.90 -229,509,616.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512,873.12 21,516,362.69 10,051,920.88 -36,631,1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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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84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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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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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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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大容民生

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80% 27,795,000 26,045,000 质押 26,045,000 

MASTERWEL

L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10.41% 10,411,900    

软库博辰创业

投资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97% 8,971,200    

苏州工业园区

合杰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5% 5,250,000 2,250,000 质押 2,750,000 

SBCVC Fund II

－Annex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2.42% 2,418,900    

SV 

INVESTMENT

S COM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2.15% 2,148,750    

张思亮 境内自然人 1.16% 1,162,321    

黄建珊 境内自然人 1.07% 1,074,400    

姜卫东 境内自然人 1.07% 1,072,500    

孙玉兴 境内自然人 0.83% 830,0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姜卫东先生为新疆大容民生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四名实际控制人之一；

新疆大容民生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和苏州工业园区合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受姜卫东、

舒石泉、姜晓伟、张锡亮共同控制；MASTERWELL (HK) LIMITED、软库博辰创业投资企业

及 SBCVC Fund II－Annex (HK) Limited 受同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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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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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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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公司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16.52%，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亏损，主要原因

系：1、201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环境及融资难等不利影响因素，公司下游客户对新增设备等资本性支出较为谨慎，从而

影响了公司部分洽谈中的销售合同的签订，造成签约合同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虽然今年下半年灌装机等设备业务订单有所

增加，但由于设备生产及安装调试需一定的周期，故对本年度的业绩贡献有限。受此影响，公司食品包装机械业务营业收入

下降较多；在下游行业景气度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灌装机及包装材料等业务因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公司销售毛利率较上年度

有所下滑，降低了营业利润；2、公司2017年4月收购意大利COMAN公司以来，对意大利COMAN公司进行了业务整合，制

定了新的经营战略。本报告期内，意大利COMAN公司销售骨干与技术骨干有所流失，面向国内市场的新产品交付延迟，严

重影响了意大利COMAN公司本年度的营收和利润状况。由于新产品交付的延迟，进一步影响到意大利COMAN公司新增销

售订单的签订。受上述因素影响，以及新产品拓展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公司对收购意大利COMAN公司形成的商誉计

提大幅减值准备；3、因下游行业景气度下降，客户回款周期延长，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增加，导致2018年度计提的坏账准

备金额较上年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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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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装机系列设备 90,769,723.28 24,166,831.87 26.62% -51.24% -65.07% -10.55% 

前处理系列设备 59,702,800.09 10,231,526.90 17.14% -30.54% -49.22% -6.30% 

纸铝复合无菌包

装材料 
243,242,548.18 38,163,700.38 15.69% 25.48% 5.44% -2.98% 

配件和外购配套

件及其他设备 
146,648,646.77 28,001,842.33 19.09% -24.50% -51.02%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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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出现较大的经营困难,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57,955.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16.52%；净利润为-25,937.81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139.61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5,557.57

万元，造成上述情况主要原因如下： 

    （1）201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环境及融资难的不利影响，公司下游客户对新增设备等资本性支出较为谨慎，从而影

响了公司部分洽谈中的销售合同的签订，造成签约合同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虽然今年下半年灌装机等设备业务订单有所增

加，但由于设备生产及安装调试需一定的周期，故对本年度的业绩贡献有限。受此影响，公司食品包装机械业务营业收入下

降较多； 

    （2）在下游行业景气度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灌装机及包装材料等业务因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公司销售毛利率较上年度

有所下滑，降低了营业利润；公司2017年4月收购意大利COMAN公司以来，对意大利COMAN公司进行了业务整合，制定了

新的经营战略。本报告期内，意大利COMAN公司销售骨干与技术骨干有所流失，面向国内市场的新产品交付延迟，严重影

响了意大利COMAN公司本年度的营收和利润状况。由于新产品交付的延迟，进一步影响到意大利COMAN公司新增销售订

单的签订。受上述因素影响，以及新产品拓展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公司对收购意大利COMAN公司形成的商誉计提大

幅减值准备； 

    （3）因下游行业景气度下降，客户回款周期延长，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增加，导致2018年度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较上

年度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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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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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本期金额322,139,485.49元，上期金额378,669,825.99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本期金额 

355,204,053.77元，上期金额335,968,187.97元； 

调增 “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 506,612.51元，上期金额

50,223.41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

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

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 “管理费用 ”本期金额 32,867,430.75元，上期金额

36,168,571.93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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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新增上海普丽盛博雅智能装备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普耀南联食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2

家子公司及蔻玛（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家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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