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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2-012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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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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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中富 股票代码 00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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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弘毅 姜珺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联峰路 780 号 3 栋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联峰路 780 号 3 栋 

传真 0756-8812870 0756-8812870 

电话 0756-8931066 0756-8931176 

电子信箱 zfzjb@zhongfu.com.cn zfzjb@zhongfu.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碳酸饮料、热灌装饮料、饮用水和啤酒包装用PET瓶、PET瓶胚、标签、外包装薄膜、胶罐的生产与

销售，并同时为企业提供碳酸饮料、饮用水、无菌灌装、热灌装饮料代加工服务。公司作为目前国内生产规模位居前列的饮

料包装企业之一、生产能力位居前列的饮料代加工（OEM）企业之一,具有完整的饮料塑料包装、代工产业链，近年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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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不断向下游延伸，伴随着饮料代加工（OEM）业务的逐步壮大，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 

（二）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公司直接向PET材料供应商采购PET原料，或由客户指定PET材料供应商后由公司进行采购，或由客户直接

提供PET原料后公司负责加工生产。 

生产模式：通过位于分布在全国各省市的工厂为客户进行饮料包装产品、代加工的一体化服务。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

为大型饮料厂商提供饮料包装产品生产配套服务；其二为饮料品牌商提供饮料代加工（OEM）服务。 

研发模式：公司的研发机构工程技术中心是珠海市重点企业技术中心，根据客户需求、市场的发展趋势独立自主进行研

发。 

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采取由公司总部销售部门及分布于全国的分、子公司与客户对接的直销模式，客户与公司主要采取

框架协议加订单的合作模式，双方的合作通常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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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8,168,020.88 2,198,332,430.62 5.45% 2,376,334,06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1,654,696.26 564,162,614.75 3.10% 736,403,033.5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446,304,508.11 1,260,540,367.98 14.74% 1,558,030,85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49,687.17 -179,191,698.45 114.43% 18,069,75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088,566.28 -153,541,371.96 77.15% -35,799,43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641,350.11 238,737,271.94 4.99% 241,287,66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1 -0.1394 114.42% 0.01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1 -0.1394 114.42% 0.01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8% -27.70% 32.18%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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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308,109,550.81 434,360,169.04 437,197,233.18 266,637,55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34,065.17 28,215,412.55 90,873,575.19 -83,805,2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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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73,135.34 28,215,805.71 16,560,442.73 -73,391,67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79,788.95 36,872,976.60 110,120,043.56 68,668,5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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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8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3,67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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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新丝路进

取一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71% 201,961,208    

深圳市国青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9% 146,473,200  质押 146,473,200 

北京元和盛德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5% 8,332,800    

孙钱 境内自然人 0.61% 7,847,721    

刘芳 境内自然人 0.47% 6,078,694    

史哲夫 境内自然人 0.37% 4,800,000    

王采勇 境内自然人 0.36% 4,665,320    

张引生 境内自然人 0.32% 4,155,500    

白雪峰 境内自然人 0.31% 4,027,300    

徐建强 境内自然人 0.29% 3,699,9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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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                       15.71%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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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8日 

深圳市国青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持股在 5%以下的

股东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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