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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2                            证券简称：普丽盛                            公告编号：2022-020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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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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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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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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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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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和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从属于食品包装产业，产品

细分市场为液态食品包装机械领域和无菌包装材料领域。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业

务属于 “C35专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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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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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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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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与市场地位 

（1）包装设备行业 

长期以来，我国的液态食品包装机械主要依赖进口。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液态食品包装机械的需求不断增

加，我国液态食品包装机械在引进、吸收并消化国外技术的基础上，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企业在无菌共挤材料灌装技

术领域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无菌纸铝复合材料灌装技术领域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2）包装材料行业 

长期以来，国外厂商占领了纸铝复合无菌灌装设备和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主要市场。・{世纪初，国内一些包装机

械企业、印刷企业开始逐渐进入此行业；但是，目前国内无菌包装材料的大部分生产企业的规模化程度较低，生产企业数量

相对较多。 

公司通过自主创新，打破国外厂商对无菌灌装技术的垄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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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股份（600429）、光明乳业（600597）、福建达利集团

（HK.3799）、盼盼集团等知名液态食品企业。凭借成套设备解决方案优势、无菌包装系统整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高性

价比及售后服务优势和自主创新与人才优势，公司成为液态食品包装机械行业的领先企业，整体技术研发能力、生产能力、

质量控制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市场中具有突出的行业地位。 

（三）报告期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69,164.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0.52%；净利润为-1,291.44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68.93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5,199.25万元，其中意大利COMAN公司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

为-1,206.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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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301,673,365.90 1,351,040,892.50 -3.65% 1,542,939,72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9,313,904.19 509,451,502.28 -5.92% 738,846,460.7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91,645,162.55 459,494,012.53 50.52% 640,060,24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89,285.51 -227,261,589.00 94.86% 13,405,62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74,394.34 -226,676,415.36 94.06% -21,767,60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92,533.44 -16,882,603.66 407.97% -79,186,127.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2.27 94.71%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2.27 94.71%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37.50% 35.1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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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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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49,048,347.51 239,856,422.71 151,823,155.02 150,917,23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12,091.80 2,113,178.88 1,023,909.55 -18,238,46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6,720.85 568,462.11 -69,939.53 1,643,30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8,812.65 1,544,716.77 1,093,849.08 -19,881,7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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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7,09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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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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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21,39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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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2,750,000 

王凤飞 境内自然人 4.25% 4,245,000    

任沛瑞 境外自然人 1.86% 1,858,100    

姜卫东 境内自然人 1.07% 1,072,500 804,375 质押 1,072,500 

周建兵 境内自然人 0.98% 984,600    

忻贤君 境内自然人 0.90% 902,800    

沈淑英 境内自然人 0.82% 815,700    

李胜男 境内自然人 0.81% 814,900    

任咪波 境内自然人 0.78% 78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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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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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2020年11月11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

购买润泽科技100%股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京津冀润泽，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周超男。因此，根据《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2021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普丽

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21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2021年6月3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1〕341号）。 

2022年4月14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30004号）；2022年4月18日，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交落实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2022年4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公告了《创业板并购重组委2022年第1次审议会议公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并购重组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定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2022年第1次并购重组委员会审议会议，审核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该事项能否通过审核、注册以及最终通过审核、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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