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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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
本 2,333,135,24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8 元（含税），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瑞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270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树军

石丽娜

办公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

电话

010-85211915

010-85211915

电子信箱

zqb@orgpackaging.com

zqb@orgpackagi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4,143,976,596

4,040,105,304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032,578

461,292,960

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44,299,272

410,545,004

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2,356,175

869,335,49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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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83

0.1977

5.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83

0.1977

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5%

7.93%

0.72%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上年度末

13,303,339,591 13,443,357,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62,886,692

5,373,683,018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1.04%
9.10%

注：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22,090,360 股，上表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按照扣
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2,333,135,240 股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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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非国有
28.04% 660,482,044
法人

持有有限 质押或冻结情况
售条件的 股份
数量
股份数量 状态
- 质押 375,599,100

原龙投资－西部证券－
境内非国有
16 原龙 01 担保及信托财
16.42% 386,718,000
法人
产专户

-

中泰证券资管－招商银
行－证券行业支持民企
其他
发展系列之中泰资管 5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 117,761,280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8% 20,731,200

-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
合

其他

0.80% 18,897,001

-

北京二十一兄弟商贸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4% 17,487,360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其他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69% 16,318,340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0.66% 15,506,239

-

境内非国有

2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13,381,731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13,054,991

-

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二十一兄
弟商贸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份 104,720.0044 万股，因其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将其中 38,671.80 万股登记在“原龙投资－西
部证券－16 原龙 0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104,720.0044 万股（因其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将其中 38,671.800 万股登
记在“原龙投资－西部证券－16 原龙 01 担保及信托
财产专户”），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7,600 万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6,048.2044 万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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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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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16 奥瑞金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债券代码

到期日

112373

2021 年 0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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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余额（万元）
49,935.28

利率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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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

上年末

54.17%

58.2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7.54

-4.05%

7.17

5.1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上半年，公司聚焦主业，生产经营情况稳定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4,397.66
万元，同比增长 2.57%；营业利润 66,569.78 万元，同比增加 1.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8,603.26 万元，同比增加 5.36%，主要系二片罐业务产能利用率有效提升，产销
量增加。
二片罐行业产能在经历了高增长阶段后，目前逐渐进入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状态，报告
期内，公司二片罐业务稳步增长，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实现同比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执行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深入推进差异化产品和智能
化包装进程。公司通过研发符合市场需求、客户认可的差异化产品，在差异化发展的道路上
领军前行，探索出新。公司对产品的新思路、新突破，引起更多潜力客户的关注。报告期内，
公司与燕窝行业知名企业厦门燕之屋牵手合作，公司为其提供包装精致、环保、安全的定制
化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递交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所募
集资金将用于推进并落实收购波尔亚太中国包装业务相关公司股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并
落实回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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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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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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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9 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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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
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
通知》（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
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
务重组，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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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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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度，奥克赛尔和江西威佰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泰州奥瑞金于2019年4月注
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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