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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华包 B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20098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启洪

江卓文

电话

0757-83981729

0757-83992076

传真

0757-83992026

0757-83992026

电子信箱

hf_zhouqh@fshxp.com

jiangzw@fshx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2012 年
营业收入（元）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 年

3,646,702,240.82

4,026,523,768.59

-9.43%

3,898,538,698.88

268,480,430.68

111,933,677.75

139.86%

120,311,87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1,677,120.22

110,028,838.75

-53.03%

119,315,41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164,596.26

-208,235,321.99

109.2%

195,214,873.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22

140.91%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

0.22

140.91%

0.24

16.55%

7.55%

9%

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元）

6,429,081,652.74

6,571,888,756.69

-2.17%

6,160,497,07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6,059,800.96

1,538,546,101.56

10.89%

1,427,254,656.19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16,3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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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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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佛山华新发展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65.2%

329,512,030

詹长城

境内自然人

0.52%

2,641,200

吴浩源

境外自然人

0.51%

2,561,991

朱世杰

境内自然人

0.27%

1,350,400

佛山市禅本德
国有法人
发展有限公司

0.23%

1,139,420

刘斌

0.22%

1,110,0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境外法人
HONGKONG)
LIMITED

0.22%

1,091,975

陈慈柔

境内自然人

0.19%

963,109

赖东红

境内自然人

0.18%

891,210

PANG,KWOK
SHI 彭国仕

境外自然人

0.15%

755,904

境内自然人

数量

329,512,030

1,139,4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无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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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2年受国内经济增速大幅回落，造纸新增产能集中释放的影响，导致纸业市场低迷，供大于求的
矛盾突出，行业整体经济效益下滑，盈利空间收窄。同时，公司在本报告期之前积累了较高的产品库存，
需求萎靡的情况下导致公司经营一度陷入被动局面，使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遭遇困难和挑战。公司在董事会
的领导下，积极扭转被动形势，迎难而上，突出专项工作，围绕着“创新、转型、升级、发展”的工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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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深入开展管理提升和精细化管理工作，为降本创效、转型升级进行不懈努力。
其中重点完成了参股企业股权转让工作奠定了公司的主要收益，同时经过艰辛的谈判打开了液体食品包装
原纸的销售市场并保持了参股企业在报告期内较稳定的投资收益，虽然全年经营性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出
现下滑，经营性利润低于去年同期，但全年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录得较好增长。

（二）报告期内主要子公司的经营情况
1、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24,360.9909万美元，本公司持有其
41.9653%的股权，主要产品为白卡纸和白纸板，报告期末总资产513,865.93万元。
报告期内，企业受到纸业市场行情低迷以及烟标改版的影响，经营业绩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其中，红
塔仁恒受到烟标改版较为明显，上半年产销受到一定的影响，下半年随着烟卡纸市场环境的恢复，业绩得
到改善；红塔仁恒的子公司珠海华丰受到社会白卡纸新增产能集中释放的冲击，生产和销售受到很大影响，
出现库存高、售价跌的不利局面。公司为应对不利市场形势和扭转业绩下滑的趋势，提出以差异化经营为
指导思想，以产品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为具体路线的经营方略。报告期内，红塔仁恒纸业加强了对新产品
研发、产品性能提升等方面的内功修炼，在继承上一年度储备项目和新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产品工
艺技术，提升产品性能，提高产品生产的稳定性和生产转换的效率。在产品创新方面，报告期内企业提交
6项专利申请，加大产品创新及微创新的工作，例如调整和完善了高松厚度白卡，增加了纸杯纸、餐盒纸、
防油纸等食品卡的品种、根据烟标改变的需要调整了多种烟卡的防伪特性，调整并量产了液体食品包装原
纸、SBS烟卡纸，新增了外标纸、吸塑纸、中档烟卡、中档液体食品包装原纸等，产品质量得到市场认可。
同时，企业继续被评为环保诚信企业，更被授予“五星级环保诚信企业”称号。除了产品研发之外，企业
还着力调整产品结构，把产品分成三大类气小类，针对性地开展市场营销工作，减少低毛利的同质化产品
占比，加大中高档产品占比，大力拓展烟草企业、药品企业等高端客户群体，为未来业绩改善奠定基础。

2、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280万美元，本公司持有其75%的股权，主要
产品为印刷品，报告期末总资产26626.25 万元。
2012年华新彩印公司通过对客户群结构的调整优化，充分利用新增凹印设备打开市场，进一步做好重
点客户和战略性客户的维护工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仍能取得了销售收入连年增长、利润总额继续增长
的成绩，净资产收益率达到9.52%，创造了彩印公司销售收入和经营效益的历史最好成绩。

3、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6,927.19万元，本公司通过红塔仁恒间接持有其51%的股
权，主要生产基丁苯胶乳和碳酸钙，报告期末总资产为24,590.90万元。金鸡化工在华南地区造纸化工产
品领域的龙头市场地位和良好的收益率，使其具备进一步扩展产能和获得进一步收益的潜力。目前该企业
正在推进二期扩产工程建设（相关信息见公司2012年7月10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24），项目投产
后将会为公司带来更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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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佛山诚通纸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30,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75%的股权，主要产品为高
级涂布白板纸，报告期末总资产69,724.15万元。
报告期内，佛山诚通坚持走个性化产品的路线，针对客户群捕捉个性化订单，推出单涂灰底白板纸、新
开发了低克重涂布白板纸等产品，加强推广低定量白板纸、吸塑纸等高性价比产品。此外，报告期内企业
推行以精细化管理为主线的管理提升工作，改善现场管理，推行生产流程的节能降耗优化工作，生产效率
得到提升，生产消耗取得一定的下降。但是由于灰底白板纸市场受到大型新增产能的明显影响，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去年受国外经济环境恶化、人民币升值影响又进一步降低了传统出口市场的需求，涂布白纸板
供过于求的局面更为明显，产品价格出现较大下滑，以上因素大大削弱了佛山诚通的盈利能力，使经营业
绩出现大幅波动。

（三）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
2013 年，中国造纸行业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宏观层面上看国内经济已进入中速增长和产业结构
调整的转折阶段，需求增长放慢；国外经济方面，虽然北美经济恢复增长，但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的
经济仍然受到各种危机的困扰，处在孱弱的时期。造纸业作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关系密切的重要
基础原材料产业，造纸产业具有资金技术密集、规模效益显著等特点，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有很强的正
相关性，以上因素将会明显制约造纸行业的增长潜力。
公司所处包装纸行业未来产能供给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12年部分计划产能推迟到2013年投产，因
而估计2013年市场供应呈现更加饱和的局面，造纸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产销不平衡的格局将使市场竞争
异常激烈。新增产能的释放一方面将加大对木浆、废纸等原料的需求，从而推高原材料价格，另一方面过
程产能可能会压低产品价格，这将严重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造纸行业很可能延续增产不增利的局面。部
分竞争激烈的纸种将继续面临残酷的洗牌格局，联合、兼并、重组和产业升级改造将促进企业质的提升，
这将成为造纸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
近几年公司致力于在细分行业深耕细作，一方面结合企业优势拓展产业链，延伸至上游造纸化工行业，
另一方面为减少行业产能过剩的冲击，公司以差异化为具体经营战略，在储备项目、新产品方面加大投入，
大力研发、推广新产品，占据高端客户群，使公司的产品结构更加合理，竞争实力和发展后劲将进一步增
强，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和过剩产能的逐步消化，公司业绩将会出现稳步增长，公司未来业绩值得期待。

（四）公司未来发展机遇和发展战略
1、发展机遇：造纸行业“十二五”规划的出台，对我国造纸业提出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
组织结构的要求，通过提升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把生态环境与节
能减排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臵。造纸行业将迎来大升级、大调整的关键时期。随着国家对造纸行业环保门
槛的不断提高，将大幅提升企业运行成本，有利于加快落后产能的淘汰，促进转型升级，努力向低能耗、
低污染的行业模式发展，这又给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型造纸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
2、发展战略公司坚持将主业做大做强的理念，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丰富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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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公司一方面积极实施产业并购，在2012年并购了珠海金鸡化工，涉
足上游行业，扩大产业规模，发掘了新利润增长点；坚持集中发展高端纸品，扩大烟包市场领域，开拓食
品纸领域，进入液体包装纸市场领域，走绿色环保、高附加值的多元化造纸产业路线；另一方面通过整合
造纸、印刷以及其它资源，增强公司融资和扩张能力，实施产业纵向扩张，利用已有平台、资源，伺机进
入上游的造林制浆和造纸配套产业领域，打通包装产业的“植林—制浆—造纸—印刷—包装”整条产业链，
成为集设计、开发、制造、研发、服务于一体的绿色环保包装解决方案提供商，成为绿色包装行业的领导
者。
（五）2013年度工作计划
2013年，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1、依靠技术创新，全力做好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转型、升级工作
2013年造纸行业面临更大规模的新产能释放压力，预计新增白卡纸产能达到220万吨以上，市场形势
将更为严峻。公司要避免在同质化的市场中与对手厮杀，则必须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来摆脱困境，杀
出一条血路。公司将以技术创新和经营创新为突破口，加快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加快推进产品深加工项
目的投产进度，实现产品升级转型，打造具有个性化和差异化特色的产品，以确保在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
2、提高市场研判能力，把握市场机遇；做好客户服务，提高市场份额
公司将加大分析研讨工作力度，进一步提升对市场研判的科学性、准确性，提高市场敏感度和反应速度。
同时、重点做好大客户的维护和发展工作，深耕市场，并注重对客户新需求的分析，寻找市场需求新热点，
为差异化经营策略寻找先机。
3、进一步推进精细化管理，抓好管理提升，落实重点项目
首先将深入开展管理提升、精细化管理活动，集中管理力量完成重点任务，推动逐步解决影响企业发展重
大问题，释放企业活力。二是继续贯彻降本节流精神，不断提高和强化全员质量管理及成本管理意识，做
实费用控制和挖潜工作。三是提高质量技术的适应性，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力实施原材料和零配件国产
化，降低生产成本。
4、抓好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项目
公司将结合自身优势和战略发展机遇，以并购或者扩建的方式，把握快速发展、丰富产业链条和扩大盈
利的机会。公司将大力做好食品包装白卡纸后加工项目建设等新产品和产品深加工项目、做好LPB纸进一
步批量生产工作、落实好金鸡化工二期扩展工程、做好印刷业务扩张发展项目、做好佛山诚通新锅炉投运
项目以及其它发展项目，以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优势业务的规模，降低运营成本，谋求更大的利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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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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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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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未发生采用追溯重述法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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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2年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与与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的两家股东金猴国际化工（香
港）有限公司及浙江金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出
资人民币6,900万元向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占出资比例的51%，增资完成后珠海经济特区红塔
仁恒纸业有限公司成为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增资已经2012年6月11日珠海市科技工贸和
信息化局珠科工贸信资[2012]319号文批复批准。2012年7月11日，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以
货币资金人民币6,900万元缴足出资额（其中认缴新增注册资本35,328,690.00元，溢价33,671,310.00元
计入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2012年9月4日，经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工商登记。
从2012年7月1日开始，本公司将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童来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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