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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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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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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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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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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港科技 6034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凌云 董颖异 

电话 021-20960623-737 021-20960623-737 

办公地址 上海市康桥西路666号 上海市康桥西路666号 

电子信箱 lingyun@sunglow-tec.com dyy@sunglow-te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82,292,798.39 694,278,852.82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45,646,064.07 537,666,072.08 1.4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6,041,716.46 14,794,245.07 -59.16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66,195,027.07 177,958,399.57 -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785,678.63 25,569,696.08 -1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543,518.80 23,092,924.27 -15.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16 4.95 减少0.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34 0.2397 -1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25 0.2388 -11.0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66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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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董建军 境内自

然人 

46.49 65,929,500 65,929,500 质押 16,450,000 

上海翔湾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38 31,741,500 31,741,500 无 0 

董旺生 境内自

然人 

5.17 7,329,000 7,329,000 无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险分红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7 2,799,885 0 无 0 

刘江丽 境内自

然人 

1.20 1,706,700 0 无 0 

冯建庆 境内自

然人 

0.71 1,000,000 0 无 0 

陈万炽 境内自

然人 

0.43 608,000 0 无 0 

林佩璇 境内自

然人 

0.42 600,040 0 无 0 

陈剑武 境内自

然人 

0.40 570,000 0 无 0 



马伯乐 境内自

然人 

0.40 567,84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董旺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建军的

父亲，其他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面对包括产业链各环节流通成本上升、原辅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行业环保要

求不断提高、终端消费分级现象加剧传导至上游包装价格承压等在内的多重不利因素，在公司董

事会的领导下、通过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基本完成了年初的既定目标。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稳定，实现营业收入 166,195,027.07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6.61%；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85,678.63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0.89%；报告期末，公

司总资产为 682,292,798.39 元，较年初减少 1.73%；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45,646,064.07

元，较年初增长 1.48%。 

具体而言，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报告期内，主要重点围绕了以“规范公司治理、鼓励科技创新、

深化客户服务、推进智能制造、优化人才储备、落实降本增效、重视节能减排”等七大方向为主

线的思路展开工作，深耕印刷包装主营业务，并积极探索了产业链日化类衍生产品市场。 

  

1、继续规范公司治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为了更好地适应上市公司的有关监管要求，公司在报告期内严格执行了建立的各项内部控制

制度，加强了有关部门和人员对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培训和学习，并在实际工作中适时对原有



制度加以修订和完善。（上半年，公司试运行的制度有《对外捐赠管理制度》，修订的制度有《印

章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公司管理层也虚心接受督导机构的

监督与辅导，努力在各部门都树立起处处以上市公司规范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观念，力争减少乃

至争取杜绝各级管理上的或有随意性。 

公司已于 2018 年内设立了内部审计部，并配备了经验丰富的专职人员负责。报告期内，内审

部门保持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及时沟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内部审计的及时性和重要流程管控

的完整性。 同时，公司也充实了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的证券事务和法务功能，加强了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地方证监局等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咨询，确保及时、公平地披露公司重要信息，做好投资者

关系的管理工作。 

2、继续鼓励科技创新，提升产品科技含量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在技术创新上加大关注，不断完善创新机制，并要求相关人员在把握市

场变化趋势的同时紧跟客户需求，不仅在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方面持续投入，还积极探索在

“互联网+包装”这一领域的发展可能，持续聚焦、开发、优化包括防伪追溯包装、AR 包装、消

费者互动智能包装等在内的前沿技术，力争提供给客户更多的高科技含量的增值服务。 

同时，公司也继续加强了与国际专业机构和战略合作伙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高新技术

企业和上海包装印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平台，在关注国际前沿技术的同时，为企业的工艺升级

和业务衍生作好技术上的储备与支持。 

3、继续深化客户服务，积极拓宽销售渠道 

近年来，因为原辅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同时也因为终端消费分级现象加剧等因素传导至上

游包装价格承压，公司的销售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为此，在报告期内，公司努力不断完善、

丰富产品线，力求在精品礼盒、食品吸塑等产品上继续突破，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与重点客户的深

度合作，加强了对目标客户的项目管理，在大力提倡“我与客户换位思考”销售理念的基础上，

组建了针对不同客户的项目开发和维护团队，力争提高公司的一体化服务水平，增加与客户的粘

性。 

4、继续推进智能制造，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一直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的包装印刷智能工厂，随着立体仓库、自动物流搬运车、机器

人智能分拣码垛系统以及 ERP 系统在 2018 年的逐步启用，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全面提升了信息化

内部管理水平，完善了 ERP、MES、WPS 三大系统的整体实施，让先进的生产设备与柔性物流系统

无缝对接，从而更有效地减少了低效的人工作业环节，实现了更快速高效的物料运转。 



2018 年年底，公司还入选了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单（系上海地区入选的 6 家企

业之一）。报告期内，公司抓住这一契机，提升了智能物流系统的执行力，基本在生产环节中消除

了“信息孤岛”和“物流盲区”，更有效地实现了内部物流系统和资源智能调控，更有效地了实现

产品全过程的追溯可控，努力向高端“智”造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5、继续优化人才储备，完善内部激励机制 

2018 年，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充分激发公司管理人员和

核心员工的积极性，以便更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管理层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

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报告期内，上述限制性股票首期解锁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满足，

69 名达成个人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一期限制性股票顺利解除限售。一定程度上，这既是对公司

过去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激励对象辛劳付出的褒奖，增加了骨干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更好地提升了团队的总做积极性。 

 6、继续落实降本增效，努力降低运营成本 

2018 年，公司所处行业整体的原材料、人工成本仍呈现上涨趋势，为应对毛利率下滑风险，

公司继续积极落实降本增效工作，努力让所有员工树立成本管理意识，以成本要素为突破口，在

工艺管理、现场管理、库存管理、成本费用等方面加强了管控，通过精细化管理和规范运作，提

升直通良率、降低生产中的损耗、降低库存、提高人均产值，向管理要效益。同时，公司要求各

部门要坚决配合 MES、ERP 信息系统建设的推进，严格按照系统要求进行操作，坚决杜绝跨越流程

办事现象的发生，配合落实降本增效工作，努力在公司管理的执行层面就设立全新标杆，为公司

以后的业务扩展和管理模式复制打好基础。 

7、继续重视节能减排，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一直坚持大力提倡绿色生产加工，推行数字化工作流程。公司始终坚信：所有为打造“绿

色环保”所付出的努力，在未来不仅能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也一定能提高细分行业的软性

壁垒，拉大差异化竞争的空间。基于这一经营理念，从 2018 年开始直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不断推

出节能减排方向的技改技革措施，无形中提升了公司产品的环保技术指标，也强化了公司自成立

以来就在行业内树立的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