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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颂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德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虹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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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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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48,653,581.33

150,525,836.79

65.19%

10,153,319.00

-4,464,208.34

327.44%

5,659,976.53

-6,291,408.50

189.96%

64,555,720.48

-7,142,240.04

1,00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0

-0.0229

32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0

-0.0229

32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0.74%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625,757,962.53

1,510,690,918.49

7.62%

633,387,782.96

623,155,213.60

1.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56,954.3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217,445.01
11,061.22
792,118.07
0.00
4,493,342.4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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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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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443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

股东性质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张颂明

境内自然人

26.21% 51,175,449

38,381,587

0

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7% 22,200,000

0

0

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杭州岳殿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

5,800,000

0

0

2.51%

4,910,100

0

0

1.97%

3,846,914

0

0

李茂洪

境内自然人

1.61%

3,137,001

0

0

陈钢

境内自然人

1.59%

3,110,675

2,333,006

0

杭州桦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3,013,381

0

0

胡玉兰

境内自然人

1.25%

2,441,200

0

0

#葛跃进

境内自然人

0.52%

1,023,300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00,000

张颂明

12,793,862

人民币普通股

12,793,862

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0,000

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910,1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0,100

#杭州岳殿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46,914

人民币普通股

3,846,914

李茂洪

3,137,001

人民币普通股

3,137,001

杭州桦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13,381

人民币普通股

3,013,381

胡玉兰

2,4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1,200

#葛跃进

1,02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3,300

黄凤仙

977,127

人民币普通股

977,12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已知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凤凰财鑫股权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公司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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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股东杭州岳殿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24,500 股外，还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22,414 股，实际合计持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有 3,846,914 股；

（如有）
2.股东葛跃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23,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23,3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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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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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
1、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为 262,437,520.89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44.26%，主要是报告
期内收到货款及借款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融资为 0.00 元，较上年期末减少 100.00%，主要是期初的银
行承兑汇票已在报告期内背书给供应商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为 29,621,444.61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51.71%，主要是报告
期内在手订单增加，公司支付的材料采购款项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为 4,523,082.26 元，较上年期末减少 40.76%，主要是报
告期内抵扣 2020 年末的待抵扣进项税额所致。
5、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为 130,000.00 元，较上年期末减少 87.62%，主要是上年期
末北美达意隆设备安装工程和媞颂日化工程，本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结转固定资产和长
期待摊费用所致。
6、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为 120,123,550.00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140.25%，主要是报
告期内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与供应商结算货款增加所致。
7、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为 6,174,860.34 元，较上年期末减少 70.02%，主要是报
告期内支付 2020 年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8、报告期末，公司应交税费为 9,372,545.23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1,091.48%，主要是报
告期末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9、报告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27,503,306.66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979.63%，主要是报告期末将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重分类到本项目所致。
10、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负债为 25,028,033.82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50.32%，主要是
报告期内收到客户预付款项增加，在履约的预收款项中的待转销项税也随之增加所致。
11、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借款为 26,930,000.00 元，较上年期末减少 49.08%，主要是报告
期末将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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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应付款为 3,627,521.59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998.18%，主要是报
告期内公司之子公司北美达意隆分期付款的设备款增加所致。
（二）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 248,653,581.3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5.19%，主要是报告
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销售订单情况良好，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产销量同比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为 194,906,550.5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2.46%，主要是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税金及附加为 1,431,414.0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7.92%，主要是报告
期内计提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 9,041,770.1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5.20%，主要是报告期
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为 2,280,727.6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1.67%，主要是报告
期内美元汇兑损益波动所致。
6、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收益为 5,214,945.0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3.66%，主要是报告
期内公司收到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7、报告期内，公司信用减值损失为 2,603,090.50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45.17%，主要是
报告期内公司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8、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为 24,877.24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5.17%，主要是报告期
内公司收到与日常经营无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9、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支出为 60,731.3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5.70%，主要是报告
期内公司所发生的固定资产报废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0、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费用为 1,799,708.2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8.66%，主要是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增加计提的企业所得税相应增加所致。
（三）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4,555,720.4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3.86%，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4,844,932.62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55.30%，主要是报告期内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10,554,129.4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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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3%，主要是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1、重大仲裁事项
2016年1月，A-one Products &BottlersLtd.（一家根据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法律成立并存续
的公司，以下简称“A-one”）以公司、香港华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运”）为
共同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提出仲裁申请，要
求公司支付约1,816.09万美元损失及赔偿等。2017年5月，贸仲委作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裁决书》【（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676号】（以下简称“《仲裁裁决书》”），
裁决内容如下：公司向A-one偿付设备费用4.12万美元；A-one向公司支付约94.81万美元及利
息等相关费用。随后，公司即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高等法院（以下简称“高等法院”）申
请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2018年2月27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
A-one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书》。2018年4月，公司收到北京市第
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4民特4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已驳回
A-one撤销裁决的申请。
2019年5月22日，公司收到坦桑尼亚高等法院出具的书面裁决【案号：商事（2017）第342
号】，其认可贸仲委作出的《仲裁裁决书》的效力并同意予以执行。公司已委托在当地聘请
的代理律师申请执行该裁决。
2020年10月9日，公司收到律师转交A-one向坦桑尼亚高等法院提交的关于商事案件判决
的执行申请。执行申请以公司及香港华运为共同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商事案件判决的本金及
相关利息合计1023.99万美元。A-one同时提供公司与香港华运于2019年5月22日获得坦桑尼亚
高等法院作出的判决【案号：商事（2017）第342号】作为执行财产线索，以此判决认可的贸
仲委《仲裁裁决书》中裁定A-one应支付公司及香港华运的所涉款项作为执行财产标的，包括
A-one应支付公司及香港华运的货款71.44万美元、货款利息及其他费用31.77万美元,合计约
103.21万美元。目前相关程序在审理中。
2、重大诉讼事项
2017年7月28日，公司收到由坦桑尼亚律师转寄的《传票》、《起诉状》等诉讼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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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ne以公司、香港华运为被告，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A-one以与公司于2012年到2015年间
签订的配件订单（涉及订单金额总共约为8.78万美元），公司部分配件交货迟延、部分配件
未交货为由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经济损失484.54万美元，以及相关利息、诉
讼费和其他经济补偿（以下简称“商事案件”）。
因该商事案件中部分起诉内容与A-one于2016年1月在北京提起的仲裁案内容相关，基于
仲裁案件已由贸仲委作出裁决。公司依据在坦桑尼亚当地代理律师的分析，并按该代理律师
的建议，通过其依次向高等法院、上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修正程序等相关诉讼程序，现
管辖权异议处于上诉阶段，修正程序已被驳回。
2019年10月9日，公司接到坦桑尼亚代理律师发来的商事案件的判决书，判决由公司和香
港华运共同向A-one支付4,845,362.509 美元的损失、相关利息及诉讼费用。
2019年10月17日，公司委托坦桑尼亚当地代理律师向坦桑尼亚高等法院提出撤销判决书
的申请，申请内容如下：（1）请求法院撤销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的缺席判决；（2）请求本
次诉讼的费用由A-one承担；（3）请求法院准予其认为合适公正的其它救济措施。
2020年8月28日，公司收到坦桑尼亚高等法院作出的关于公司申请撤销商事案件判决书程
序的书面判决，坦桑尼亚高等法院判决驳回了公司于2019年10月17日提出的撤销判决书的申
请。
公司于2020年9月10日委托坦桑尼亚当地律师就驳回撤销裁决申请的判决向坦桑尼亚上
诉法院提出上诉申请。
2020年10月9日，公司收到律师转交A-one向坦桑尼亚高等法院提交的关于商事案件判决
的执行申请以及高等法院关于该事项的开庭通知，执行申请以公司及香港华运为共同被执行
人，申请执行商事案件判决的本金及相关利息合计1023.99万美元。A-one同时提供公司与香
港华运于2019年5月22日获得坦桑尼亚高等法院作出的判决【案号：商事（2017）第342号】
作为执行财产线索，目前该诉讼程序正在审理中。
（二）2020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
申请授信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
行申请人民币13,800万元授信并提供权属证号分别为粤（2019）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200312
号、粤（2019）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200300号、粤（2016）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201698号的
房产作为抵押。公司董事长张颂明先生为该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止报告期末，
该笔授信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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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11月27日、2020年12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天誉支行申请授信
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天誉支行申请敞口授
信额度人民币8,000万元，期限一年；同意提供本公司的应收账款为该笔授信做质押担保，公
司股东张颂明先生为该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天誉
支行申请非敞口授信额度人民币11,000万元，授信用于本公司经营周转，授信由张颂明先生
提供足额存款作质押担保。截止报告期末，该笔授信正在履行中。
（四）2020年11月27日、2020年12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申请授信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授信融资，最高等值26,500万元人民币；同意由张颂明先
生为上述授信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将公司名下的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云埔一
路23号自编一栋、自编二栋、自编三栋、自编4栋的房地产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用作抵押担保，担保总额不高于人民币6,600万元；同意由张颂明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办理的理财产品或大额存单提供质押担
保，担保的融资不高于人民币2亿元。截止报告期末，该笔授信正在履行中。
（五）2018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达意隆机械实业”）与Sure Capital Limited（以下简称“SURE集团”）共同出资，在印度
投资设立达意隆包装机械印度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度达意隆”），其中达意隆机械实
业持有印度达意隆60%股权；SURE集团持有印度达意隆40%股权。鉴于印度的新冠疫情情况
和政策环境，为了印度达意隆投资项目及相关业务顺利推进和开展，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比例变更的议案》，将
印度达意隆的股权结构变更为达意隆机械实业持有印度达意隆45%股权；SURE集团持有印度
达意隆55%股权，印度达意隆控股权转变为SURE集团后，能够更好地面对印度的政策和营商
环境，并为后续申请当地银行贷款提供便利。
（六）2021年2月4日，公司收到政府补助242.76万元。本次的政府补助是广州市财政局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面向机械制造、食品等行业‘5G+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
平台项目”（以下简称“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的相关规定和文件下发，该项政府补助为现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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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七）2021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2020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695.94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 04 月 08 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2016 年 06 月 13 日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

2017 年 05 月 27 日
关于 A-one 向贸仲委申请仲裁及相关事项

司重大仲裁的公告》
（2016-036）
；
《关于
公司重大仲裁的进展公告》
（2016-063、

2018 年 02 月 28 日

2017-026）
；
《关于诉讼暨重大仲裁的进展

2019 年 05 月 24 日

公告》
（2018-017）
；
《关于诉讼的进展公

2020 年 10 月 13 日

告》
（2019-014、2020-045）

2017 年 08 月 29 日
2018 年 02 月 28 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2018 年 04 月 11 日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重

关于 A-one 以公司、香港华运为被告提起诉

2019 年 10 月 11 日

讼事项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大诉讼的公告》
（2017-037）
；
《关于诉讼
暨重大仲裁的进展公告》
（2018-017）
；
《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2018-021、

2020 年 09 月 01 日

2019-027、2019-033、2020-041、2020-043、

2020 年 09 月 12 日

2020-045）

2020 年 10 月 13 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2020 年 08 月 25 日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037）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事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049）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

2021 年 01 月 22 日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
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比例变更的公告》
（2021-002）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事项

2021 年 02 月 08 日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获
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21-004）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2021 年 02 月 27 日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2021-007）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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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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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张颂明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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