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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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34426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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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博股份 股票代码 00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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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泽文 游清泉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26 号

鸿博梅岭观海 B 座 21 层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26号鸿

博梅岭观海 B 座 21 层 

电话 0591-88070028 0591-88070028 

电子信箱 hongbo-printing@hongbo.net.cn hongbo-printing@hongbo.ne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涵盖安全印务、彩票新渠道服务、书刊印刷与高端包装印刷等业务。 

（一）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1.安全印务业务，产品包括体彩福彩热敏纸票证、体彩即开型彩票普通税务发票、证书证件等，产品

主要用于彩票、税务、金融、保险等领域。该业务通过投标获取订单生产，业绩驱动主要受彩票销量的影

响。 

2.彩票新渠道服务，产品包括区块链彩票、新媒体营销服务系统及技术平台开发等。其中服务系统及

技术平台的业务模式为给福彩、体彩中心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搭建营销服务平台、提供营销解决方案、积

分兑换彩票、彩票投注站线上培训平台等。业绩驱动主要受新型彩票产品、彩民数量、彩票销量及相关政

策影响。 

3.书刊与高端包装业务，产品主要包括书刊以及高档酒盒等，产品主要用于文化、酒类包装等领域。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特点和行业地位 

1.彩票行业发展处于成熟阶段，增长较为稳定，且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公司主营业务为热

敏票的印刷，并占据较大市场份额，2015年通过收购中科彩进入体彩即开票印刷业务领域，力争打通整个

彩票产业链，在彩票行业占有重要地位。 

2.印刷行业处于发展的成熟阶段，与国民经济发展景气度相关性强。从细分领域看，商业票据行业发

展受无纸化影响较大，增长缓慢，公司在商业票据印刷领域经过多年发展，凭借优异的产品、有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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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信誉，已成为行业龙头企业之一；书刊行业市场集中度最近几年开始逐步提升，公司是北京地区书

刊印刷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包装印刷市场占印刷工业产值的比重较高，且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

同时公司所处的酒盒包装领域迎来市场回暖，公司已成为四川地区主要的酒盒包装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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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819,659.54 626,563,387.07 -24.38% 705,637,17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58,258.23 35,309,282.90 -27.90% 5,143,11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475,803.84 -13,613,066.71 388.32% -7,422,03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916,752.41 58,047,795.62 63.51% 160,805,76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5 0.0707 -27.16% 0.0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5 0.0707 -27.16% 0.0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2.10% -0.58% 0.3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138,347,541.25 2,123,455,510.64 0.70% 2,067,181,30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79,893,121.92 1,687,805,977.49 -0.47% 1,605,849,0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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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06,261.13 123,482,762.50 126,333,314.33 146,597,32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71,877.96 37,800,166.35 8,026,812.96 -4,196,84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99,755.78 -2,396,710.00 -1,154,719.84 -43,724,61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021,285.73 96,202,151.25 1,467,335.62 63,268,5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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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1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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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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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寓泰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0% 71,263,785 0 质押 40,940,000 

河南辉熠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3% 40,000,000 0   

尤丽娟 境内自然人 6.87% 34,236,250 0   

尤友岳 境内自然人 3.30% 16,459,857 0   

尤友鸾 境内自然人 1.09% 5,452,000 0   

鸿博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 5,155,550 0   

源鸿 境内自然人 0.64% 3,167,344 0   

殷伟民 境内自然人 0.61% 3,036,115 0   

李金兰 境内自然人 0.53% 2,660,289 0   

周克明 境内自然人 0.43% 2,137,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尤丽娟、尤友岳、尤友鸾系同一家族成员。 

2.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河南寓泰控股有限公司、河南辉熠贸易有限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毛伟

先生控制的关联企业。 

3.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河南寓泰控股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30,263,785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1,000,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71,263,785

股。 

2、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尤友鸾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5,000,000 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52,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5,452,000 股。 

3、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殷伟民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3,036,115 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3,036,115 股。 

4、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李金兰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656,289 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660,289 股。  

5、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周克明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14,300 股，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23,6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137,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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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降本增效、节俭务实”经营方针的指导下，认真贯彻执行董事会制定

的年度经营计划，针对各业务板块，继续坚持“巩固与提升、拓展与升级”的发展之路。报告期内，由于

受疫情影响，公司所在产业链上下游订单萎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4亿元，与上年同期6.27亿元相比减

少24.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45.83万元，与上年同期3530.93万元相比减少27.90% 。  

报告期内，公司各方面业务取得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票证业务方面，在2020年新开拓了客户，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专业人员职业资格

证书）、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退役军人事务部（残疾军人证书）等个性化印制、智能票证

产品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彩票业务方面，公司将区块链技术与彩票印刷业务紧密结合，通过与上海哈世科技有限公司、柬埔寨

金象有限公司建立战略合作，拓展了海外区块链彩票市场；公司通过引进团队，拟为体彩、福彩中心提供

新媒体营销服务系统及开发技术平台，在彩票业务上提供新的游戏、新的技术、新的服务，充分评估传统

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切实推进新形式下的彩票全产业链服务。  

2021年，为了扭转公司业绩下滑趋势，公司对原有的业务进行了调整，剥离了经营情况不佳的智能卡

业务。 

2021年，公司将继续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1）坚持彩票主业，加强市场开拓，提升内部管理效率，

优化公司业务和产品结构，做好产能整合和集团管控，推动公司升级转型；（2）确定“业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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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策略，在稳定公司目前核心业务、优化产品结构的同时，通过产业整合、投资、并购等方式切入

新兴产业，围绕着新型彩票、物联网、区块链、精密制造、智能制造、5G等领域进行业务合作和股权投资，

实现数个产业的协同发展，为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动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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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证产品 353,358,405.67 87,602,841.32 24.79% -21.03% -29.33% -2.91% 

包装办公用纸 98,352,569.87 25,687,031.68 26.12% -6.65% 20.70% 5.92% 

其他 22,108,684.00 1,235,974.31 5.59% -70.02% -93.98%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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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附注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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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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