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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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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752,203.55 元，2019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76,404,793.15 元,资本公积金额为

134,634,289.96元。 

根据公司整体计划安排，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2019 年 10 月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

组程序，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2020 年整体资金需求

量较大。为满足公司 2020年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

条中“现金分红的条件”的条款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9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通联 6030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宏菁 张莹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15号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15号 

电话 021-36535008 021-36535008 

电子信箱 zqb@xtl.sh.cn zqb@xtl.sh.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从事轻型包装产品与重型包装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并为客户提供包装产品

研发设计、整体包装方案优化、第三方采购与包装产品物流配送、供应商库存管理以及辅助包装



作业等包装一体化服务。 

公司的主要系列产品为轻型包装产品和重型包装产品，其中轻型包装产品为轻型瓦楞包装产

品，重型包装产品包括重型瓦楞包装产品、木制品包装产品以及各类组合包装产品。此外，公司

还为客户提供“整体包装解决方案”一体化服务。公司产品的包装标的对象主要是轻微计算机产

品、电子信息类产品、办公电子设备产品、汽车零部件产品、新能源产品、机电设备等较高价值

产品。 

（二）公司经营模式 

    1、“整体包装解决方案”一体化服务模式 

公司是上海地区众多包装企业中最早树立“整体包装解决方案”经营理念的包装供应商之一。公

司通过整合公司内外部资源，陆续完善和建立了包装设计部门、国内领先的包装测试中心、供应

商库存管理系统等服务于“整体包装解决方案”所需的业务平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整体包装方

案优化与包装材料选择、产品研发与设计、产品测试与质量检测、产品生产制造、第三方采购、

JIT模式物流配送、客户现场辅助包装作业等一系列服务，融入了与客户包装环节相关的全过程。 

公司推行的“整体包装解决方案”服务模式是对传统经营模式的创新，其核心是在传统包装行业

为客户提供单一产品生产制造的基础上，对客户产品相关的包装环节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支持。“整

体包装解决方案”服务模式具备能够帮助客户实现整体包装方案优化、降低包装相关经营与管理

成本、提高其产品包装作业效率、提高客户产品包装环保性能、缩短新产品上市周期、优化产品

宣传效果等优势，受到客户的广泛青睐，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2、采购模式 

公司对采购工作实行集中采购、专业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模式。公司采购范围包括：生产

所需原材料、包装辅料等第三方采购。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是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定制生产模式，具体流程为：销售部门接受并确认客

户订单后，输入公司信息管理系统，协同技术部确认客户订单生产方案，系统会自动生成生产任

务单，实施原料采购、完成生产准备，生产部获得生产任务单后，负责安排生产任务，生产车间

根据生产任务的要求，领取各种原材料进行生产，生产完成后，由品管部门进行质量检验，最后

贴上分类标签，办理入库手续。 

4、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直接销售，以销定产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和订单分批次供货，由销售部负责向客户

进行产品销售，技术部、品保部与销售部密切合作，跟踪所销售产品质量及客户反馈，并与客户

及时进行沟通调整、确定生产计划。公司与主要客户具有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供货价格由双方

参考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以及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水平协商确定。 

（三）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包装工业作为服务型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我国制造业规模的不



断扩大和创新体系的日益完善，包装工业在服务国家战略、适应民生需求、建设制造强国、推动

经济发展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国家 “十三五”规划明确了“重点发展绿色

包装、安全包装、智能包装”的产业发展目标。 

公司主要包装产品为瓦楞纸包装和木包装，分别所属纸包装行业和竹木包装行业。从包装行

业整体来看，“上游窄，下游广”的特点比较明显，上游为各种原材料生产厂商，主要原材料有箱

板纸、瓦楞纸板、木材、胶合板等；下游为众多纸包装产品和竹木包装产品应用行业，纸包装产

品通常用于食品、饮料、电子信息产品、日化用品、家用电器及快递、电商等行业，木制包装产

品通常用于机械与电气设备制造、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大型成套和专用设备制造、重型机械

制造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目前，我国包装行业已经建立起稳定的生产规模，但行业的集中度比

较低，仍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充分竞争阶段。 

瓦楞纸包装行业方面，公司的瓦楞纸包装产品是纸包装行业中最重要的细分产品之一，瓦楞

包装产品因加工和印刷性能优良、便于复合加工、环保安全、原料来源广泛，可实现循环回收利

用，在各类包装产品中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作为一个细分纸包装产品类别，瓦楞包装产品在我

国纸包装行业以及整个包装行业的发展中显示出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17年我国瓦楞纸箱行业

工业总产值已达 3,924.73亿元，但人均瓦楞纸消费水平占发达国家比例不足 40%，远低于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国内瓦楞纸箱市场虽然规模大，但市场

成熟程度低于国际水平，市场集中度偏低。近年来，由于环保核查的压力增大，大量不合格的中

小造纸企业被淘汰，上游供应商集中度提升，议价能力增强，更多的包装企业将被淘汰，在未来

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瓦楞纸行业将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并购重组等方式使行业集中度提高，进入

规模化、集团化的发展阶段。 

竹木包装行业方面，公司的木包装产品分属的竹木包装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配套行业，

也是现代化包装工业的必要组成部分。木包装容器与材料具有良好的缓冲性能，强度高、耐腐蚀、

吸湿性能好，而且易于加工和便于现场装配，为国民经济众多行业广泛采用。未来，我国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问题，将会加快开发利用环境友好型绿色包装材料及相关产品，因此，新

型木质复合材料、可循环回收利用的木制包装将成为竹木行业发展的重点和趋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851,166,467.39 819,583,039.03 3.85 786,308,999.35 

营业收入 684,769,112.24 665,453,671.14 2.90 598,539,86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752,203.55 31,313,460.85 -4.99 25,009,97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24,622,664.13 24,595,811.67 0.11 19,210,209.09 



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38,783,495.25 617,328,339.26 3.48 593,535,74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4,757,554.51 62,251,929.99 36.15 -36,879,45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16 -6.25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16 -6.25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74 5.18 

减少0.44个

百分点 
4.2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48,732,105.48 176,120,479.69 173,496,493.94 186,420,03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507,729.56 10,624,531.07 9,471,029.98 4,148,9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330,045.58 8,792,247.52 9,052,045.52 2,448,32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585,288.10 9,713,504.20 27,807,587.29 20,651,174.9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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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7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16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曹文洁  117,585,000 58.7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海文洁投资

咨询合伙企业
 7,500,000 3.75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有限合伙） 

曹立峰 -5,681,600 4,233,400 2.12 0 冻结 4,233,400 
境内自然

人 

施侃 1,872,200 1,872,200 0.94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葛世栋 1,800,000 1,800,000 0.90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李小文 960,000 960,000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庄燕璇 724,300 724,30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王新安 615,400 615,400 0.31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朱子奇 542,300 542,300 0.27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杨爱花 520,000 520,000 0.26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文洁投资为曹文洁持股 90%的控股企业，股东曹立峰与曹文洁

为姐弟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68,476.91 万元，同比上升 2.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2,975.22万元，同比下降 4.99%。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5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减少 0.44

个百分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a、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9月19日分别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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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

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及合并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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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结

合《通知》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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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

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0,176,389.66 
应收票据 17,898,517.31 

应收账款 172,277,872.35 

b、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保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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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年1月1日起实施。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的事项，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

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

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

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

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

应收款。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

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式的账面价值（2018年

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9

年1月1日） 

A.金融资产 

a.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139,876,214.94   139,876,214.94 

应收票据 17,898,517.31   17,898,517.31 

应收账款 172,277,872.35   172,277,872.35 

其他应收款 9,168,570.88   9,168,570.88 



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总金融资产 
339,221,175.48   339,221,175.48 

B.金融负债 

a.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69,000,000.00   69,000,000.00 

应付账款 111,497,953.68   111,497,953.68 

其他应付款 3,026,545.60   3,026,545.60 

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总金融负债 
183,524,499.28   183,524,499.28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

产生实质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无锡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限公司、上海新通联包

装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新通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芜湖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重庆新通联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武汉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新通联(香港)有限公司、XING TONG LIAN 

PACKING(MALAYSIA) SDN.BHD 、新通联越南包装有限公司、咸阳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惠州

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江阴新通联包装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上海新通联包装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新通联环保包装有限公司等 15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

表附注六和七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