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429                                        公司简称：集友股份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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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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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公司拟以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股份总数

6,800.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向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合计转增股本 6,800.00

万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3,600.00 万股。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尚需经股东大

会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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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友股份 60342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少俊 杨先迅 

电话 0556-4561111 0556-4561111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经济开发区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箱 jyzqb@genuinepacking.com jyzqb@genuinepac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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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310,44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0,910,799.10 203,300,100.22 131.6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07,820.91 13,276,006.48 104.19 

营业收入 103,722,392.63 76,223,272.80 3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94,146.69 20,074,778.75 9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39,324.56 19,736,108.98 3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4 12.55 减少3.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61 0.3936 48.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61 0.3936 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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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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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善水 境内自然人 48.75 33,150,000 33,150,000 无   

余永恒 境内自然人 5.25 3,570,000 3,570,000 质押 2,640,000 

姚发征 境内自然人 5.25 3,570,000 3,570,000 无   

孙志松 境内自然人 4.50 3,060,000 3,060,000 质押 2,060,000 

杨二果 境内自然人 3.00 2,040,000 2,040,000 质押 1,180,000 

严书诚 境内自然人 3.00 2,040,000 2,040,000 质押 1,290,000 

章功平 境内自然人 1.88 1,275,000 1,275,000 无   

杨立新 境内自然人 1.88 1,275,000 1,275,000 无   

周少俊 境内自然人 1.50 1,020,000 1,020,000 无   

刘彬彬 境内自然人 1.47 996,9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 IPO限售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约定。北

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信托戎億一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信托亿盛二期

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属于同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除上

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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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以烟用接装纸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主要经营方向，提高电化铝的自产比例，

同时进行规范运作并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一方面，在保持烟用接装纸业务稳定增长的同时，加

大设计创新和研究开发力度，积极开拓新产品及新市场，实现公司主营业务的稳步增长；另一方

面，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平台作用，发挥公司产业链整合的优势，完成在电化铝领域的布局，

形成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1、进一步拓展主营业务，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在行业经验、技术、产品质量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把

握产品结构升级和调整的市场机会，在国家卷烟行业结构升级、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

实现烟用接装纸产销量的双重增长，产量和销量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7.65%和 33.90%；实现营业

收入 103,722,392.6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94,146.69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0.26%；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607,310,443.14 元，较上年

年末增长 88.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470,910,799.10 元，较上年年末增长

131.63%。 

2、电化铝业务取得突破，推动产业链延伸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对于烟用接装纸重要原材料电化铝基本实现自产，实现公司在产业链上游的

延伸布局。公司自产的电化铝，在相关指标方面达到甚至优于国内成熟企业的水平，可有效解决

电化铝可能带来的重金属超标问题，提高产品环保性能，从源头上控制了产品的质量；有利于降

低原料成本，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在原材料方面的创新，有利于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公司在太湖投资建设新的电化铝

生产线，预期建成后，电化铝业务将成为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 

3、新增烟标业务，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在烟草包装材料的各个领域中，烟标的需求与烟用接装纸的需求在数量上是配套的，在价值



上大约是烟用接装纸的 10 倍。在实现“成为国内一流的以烟草包装材料为主导产品的专业包装印

刷类企业”的战略目标过程中，进军烟标生产领域，是公司的必然选择。烟标生产线建设项目实施

后，公司将新增烟草包装材料品种—烟标，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 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4、充分发挥研发创新能力，竞争优势持续积淀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重视研发投入、以创新为先导的经营理念，为公司在市场竞争中提

供了强大的技术和新产品保障，为公司市场开拓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子

公司共拥有 40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38 项，报告期内新增实用新型专利 5

项。 

5、登陆资本市场平台，促进企业做大做强 

报告期内，公司在做好主营业务的同时，进行规范运作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 IPO 申请，并

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登陆资本市场后，公司将提高烟用接装纸和电

化铝的产能，并布局烟标业务，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提升研发实力和技

术创新能力；公司将按照优势互补、扩大经营、增加收益和降低风险的原则，充分考虑产、供、

销的整体布局，采用在行业内投资参股、收购兼并等方式，在国内外纵向或横向收购相关上下游

企业或烟草包装材料相关企业，形成衍生的产业链条，实现低成本扩张，实现产品经营与资本运

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全部投建于国家级贫困县太湖县，

建成投产后将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创造更多的税收，为当地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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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15 号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准则将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并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未来适用

法。 

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已采用修订后的准则，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

益；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本公司按照新准则的衔接

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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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