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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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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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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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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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时为企业提供饮用水、热灌装饮料代加工灌装服务，主要客户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怡宝等大型饮料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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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
公司的经营模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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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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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购模式为：自身直接向PET材料供应商采购PET原料或由客户指定PET材料供应商后公司进行采购或由客户直接
提供PET原料，公司负责加工生产。
公司所属饮料包装行业为市场充分竞争的成熟行业。根据我国的气候特征，饮料行业在每年一、四季度为传统淡季，二、
三季度随着天气炎热为行业旺季，公司作为饮料行业配套包装产品的生产服务商，具有上述周期性特点。饮料行业市场容量
大，技术壁垒低，竞争激励，公司在PET饮料包装行业内属于国内大型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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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1,260,540,367.98

1,558,030,855.95

-19.09%

1,618,701,05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191,698.45

18,069,754.51

-1,091.67%

22,396,91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541,371.96

-35,799,431.62

-328.89%

-49,621,647.68

238,737,271.94

241,287,669.50

-1.06%

250,092,616.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94

0.0141

-1,088.65%

0.0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94

0.0141

-1,088.65%

0.0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0%

2.61%

-30.31%

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2,198,332,430.62

2,376,334,069.03

-7.49%

2,483,123,555.32

564,162,614.75

736,403,033.50

-23.39%

683,710,0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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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910,835.31

389,317,581.06

413,038,004.16

208,273,94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647,786.04

12,830,214.97

8,296,553.90

-162,670,68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988,814.27

17,933,482.73

12,508,164.73

-152,994,205.15

10,550,682.47

56,455,265.42

77,917,418.46

93,813,905.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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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55 年度报告披露日

48,644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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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陕西新丝路进
取一号投资合 境内非国有
伙企业（有限合 法人
伙）

15.71% 201,961,208

深圳市国青科 境内非国有
技有限公司
法人

11.39% 146,473,200

梁秀莲

境内自然人

1.66% 21,292,685

林俊秀

境内自然人

1.55% 19,876,500

陈锦容

境内自然人

1.29% 16,619,618

郁韬威

境内自然人

0.98% 12,550,700

石春虎

境内自然人

0.94% 12,066,020

李骏华

境内自然人

0.92%

11,835,900

刘松

境内自然人

0.91%

11,757,075

孙钱

境内自然人

0.87%

11,198,831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146,473,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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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不适用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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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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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国青科技有限公司

11.39%

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71%

其他持股在 5%以下的
股东

72.9%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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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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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市场营销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6亿元；营业利润亏损1.12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79亿元。2020年
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饮料市场需求疲软，公司及相关客户复工延迟，导致公司销售收入有所下
降，对经营业绩造成一定负面影响。2020年下半年，面对全球疫情扩大化冲击，国家适时提出以拉动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
环”新格局，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从扩容提质的角度来促进更高品质的消费和新消费形成，
快消品行业终端需求逐步回归正常水平。
目前，饮料产业进入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阶段，一些细分领域的产品出现爆发性增长。为应对市场变化，匹配市场需求，
公司一方面继续与原有客户保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改造生产线的方式，拓展与新兴饮料产品的客户合
作。公司在巩固现有战略客户的基础上，继续以“开拓新客户”为方针，充分发挥供应网络优势，开拓了元气森林、重庆啤酒、
悦动力、重庆钰鑫、汉口二厂等新客户，弥补主要客户自行上线带来的业务流失。在瓶胚、吹瓶、OEM代工瓶装水及辅助
包材等业务单元保持平稳发展趋势。针对国内产品饮料市场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通过积极走访市场，在PET碳酸饮料代工、
热灌饮料代工业务单元，与国内多家新生代及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利用公司完善的产品产业链优势，协助客户从产品设计研
发、试产到实现商业化量产，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配套”服务。公司近年开始逐步加大布局海外市场的力度，积
极接洽海外优质客户，寻找海外业务合作新机遇，探索业务合作新模式。

二、生产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量和自身产能分布情况分配生产任务；通过公司在全国
范围内建立的生产工厂，根据客户的生产布局需要分配子公司生产，有效做到最大程度地降低运输成本，保证公司产品在成
本方面的竞争力。同时，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继续加强原料采购成本和质量的管理，继续加强能耗的管理。为调整和配置
产能，统筹公司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同时承接在西安地区新增业务，巩固竞争优势，提升市场份额，公司在西安市西咸新区
泾河新城设立全资子公司陕西中富饮料有限公司，购买工业用地新建厂房、仓库等，建设水、饮料灌装生产线及配套PET瓶、
瓶胚等饮料包装生产线项目。为统筹公司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同时承接长沙地区的原有业务，全资子公司长沙中富容器有限
公司在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购买工业用地新建厂房，建设华南地区总部及生产和销售中心，巩固竞争优势，提升市场份额。

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不断完善用工制度，改善劳动关系，通过业绩承包责任
制的方式发挥绩效考核激励机制的作用，有效地改善了经营效益；继续通过优化工厂人员结构，减员增效提高人工效率，有
效地控制公司的人力资源成本。

四、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董秘办通过投资者热线、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与中小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通过
认真答复投资者提出的问题，以及向投资者介绍已披露的公告内容、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使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
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回顾总结2020年经营情况，2021年计划从以下方面改善经营情况：
1、继续服务好现有客户，紧跟客户的拓展步伐，加强和客户的沟通交流，迅速响应，巩固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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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好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怡宝、雀巢、百威（中国）、西安冰峰、青岛啤酒、元气森林、康师傅等现有客户、为现有客户
贡献价值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增客户，如喜茶、重庆啤酒、重庆钰鑫、天津蒙牛、悦动力、成都三勒浆、北京清泉出山饮品
等。完善运营模式，开拓经营思路，加强营销网络建设，保障提升现有客户的供应量，并加紧提升新客户的供应量。
2、深入推行精细化管理，严格预算管理，科学组织生产经营，加强成本费用控制，努力降低运营成本。丰富产品结构，
关注和积极寻求合适的投资项目，加强新客户、新品种、新领域的市场拓展力度，增加公司自身造血功能，拓展公司新的利
润增长点。
3、继续采取业绩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发挥绩效考核激励机制的作用，提升经营效益。
4、继续通过包括整合资产在内的多种方式减少公司债务负担，加强财务和资金管理，确保资金链安全。
5、资金管理方面量入为出，继续抓紧货款回笼，控制库存，加快周转速度。
6、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资源，推进公司持续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饮料包装制品

728,692,812.48

141,827,900.83

19.46%

-21.03%

-25.90%

-1.28%

饮料加工

448,248,148.94

82,124,710.58

18.32%

-15.02%

-13.77%

0.2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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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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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
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根据
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六次
参见本节（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
2018 年1月1日 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 会议、第十届监事会2020年第二次会议，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
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目情况"。
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
日起施行。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
自2020年1月1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
计报表披露。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是否需要调整年初资产负债表科目
√ 是 □否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8,373,415.86

68,373,415.86

169,296,444.63

169,296,444.63

应收款项融资

12,596,594.42

12,596,594.42

预付款项

57,658,646.80

57,658,646.80

102,136,359.68

102,136,359.68

170,944,918.36

170,944,918.3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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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52,230,689.89

52,230,689.89

633,237,069.64

633,237,069.64

318,455,055.00

318,455,055.00

固定资产

1,245,044,383.09

1,245,044,383.09

在建工程

5,776,199.55

5,776,199.55

96,435,332.38

96,435,332.38

1,321,572.04

1,321,572.04

长期待摊费用

38,397,189.22

38,397,189.2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667,268.11

37,667,268.1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43,096,999.39

1,743,096,999.39

资产总计

2,376,334,069.03

2,376,334,069.03

160,569,629.24

160,569,629.24

应付账款

62,539,887.17

62,539,887.17

预收款项

20,115,748.74

3,849,442.04

-16,266,306.70

14,408,238.73

14,408,238.73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其他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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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46,508,306.70

46,508,306.70

应交税费

65,451,034.53

65,451,034.53

240,066,867.30

240,066,867.30

3,597,984.21

3,597,984.21

1,065,307,079.71

1,065,307,079.71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858,067.97
1,660,558,553.39

1,660,558,553.39

4,866,332.20

4,866,332.20

53,787,153.93

53,787,153.93

58,653,486.13

58,653,486.13

1,719,212,039.52

1,719,212,039.52

1,285,702,520.00

1,285,702,520.00

281,232,445.03

281,232,445.03

106,284,676.18

106,284,676.18

365,819,077.76

365,819,077.76

-1,302,635,685.47

-1,302,635,685.47

736,403,033.50

736,403,033.50

1,858,067.97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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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9,281,003.99

-79,281,003.99

657,122,029.51

657,122,029.51

2,376,334,069.03

2,376,334,069.0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719,130.47

15,719,130.47

494,035,226.98

494,035,226.98

6,311,965.18

6,311,965.18

34,573,745.95

34,573,745.95

1,182,766,957.42

1,182,766,957.42

14,858,862.94

14,858,862.94

1,643,068.47

1,643,068.47

1,749,908,957.41

1,749,908,957.41

2,528,071,236.63

2,528,071,236.63

投资性房地产

41,903,017.00

41,903,017.00

固定资产

27,301,924.52

27,301,924.52

在建工程

778,916.91

778,916.91

15,967,224.43

15,967,224.43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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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158,370.20

1,158,370.2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15,180,689.69

2,615,180,689.69

资产总计

4,365,089,647.10

4,365,089,647.10

144,285,000.00

144,285,000.00

应付账款

255,845,481.39

255,845,481.39

预收款项

102,074,704.67

102,074,704.67

12,583,664.62

12,583,664.62

1,330,375.04

1,330,375.04

1,337,978,748.62

1,337,978,748.62

2,521,982.60

2,521,982.60

1,065,307,079.71

1,065,307,079.71

2,919,405,054.05

2,919,405,054.05

5,656,015.02

5,656,015.02

5,656,015.02

5,656,015.02

2,925,061,069.07

2,925,061,069.07

1,285,702,520.00

1,285,702,52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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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87,045,850.46

387,045,850.46

798,823.91

798,823.91

357,145,854.64

357,145,854.64

未分配利润

-590,664,470.98

-590,664,470.9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40,028,578.03

1,440,028,578.0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365,089,647.10

4,365,089,647.1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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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珠海横琴中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无重大影响

中富启航（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无重大影响

陕西中富饮料有限公司

新设

无重大影响

珠海横琴中富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无重大影响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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