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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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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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43,756,09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元（含
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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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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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9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晓华

何娜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8-19 层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8-19 层

电话

0755－86708116

0755－86708116

电子信箱

jjcp@jinjia.com

jjcp@jinji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定位为高端包装印刷品和包装材料的研究生产，为知名消费品企业提供品牌设计和包装整体解决方案，前
述为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也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此外，公司正积极探索新型烟草领域的发展，争取成为新的利润增长
点。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是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烟标、中高端知名消费品牌包装及相关镭射包装材料镭射膜和镭射纸等，以及新型
烟草制品。
（1）烟标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烟标俗称“烟盒”，是烟草制品的商标以及具有标识性包装物总称，用于卷烟包装，主要是强调其名称、图案、文字、色
彩、符号、规格，使之区别于各种烟草制品并具有商标意义。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烟标龙头企业的优势，不断推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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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不断优化和提升产品结构，更好地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对于烟标制品，公司采用的经营模式为订单式销售模式。烟标是为卷烟提供配套的产品，中烟公司为公司烟标制品的唯
一客户端，烟标为特殊产品，每种烟标均只向特定的客户直接供应，生产时间、生产数量均服从客户的需要，一般不作产品
储备。因而烟标生产企业往往需要预留一定的产能，以满足客户需求。由于烟标产品的特殊性，采用直接销售有效且经济，
可以为卷烟生产企业提供直接技术支持服务，并可以直接快速获得客户的意见反馈，以加强对市场动态的掌握。
（2）中高端纸质印刷包装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中高端纸质印刷包装产品以原纸为主要原材料，通过印刷、黏合、拼装等加工程序后制成用于保护和说明及宣传被包装
物的一种产品，公司此类产品主要运用于电子产品包装、化妆品包装、消费类产品个性化定制包装及精品烟酒外包装。在现
有的新型包装产业基础上，公司积极探索技术多元化路径，力求通过在包装产品中应用更多前沿的RFID、大数据物联网等
技术，使包装成为互联网、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公司产品技术和业务模式不断向智能化纵深领域拓展。
对于中高端纸质印刷包装产品，公司采用的经营模式为订单式销售模式。此类订单均服务于特定客户的特定产品，一般
不作产品储备。公司多部门协同合作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在维护既有客户的基础上，不断扩充产
能并完善高附加值延伸服务，积极拓展优质新客户。
（3）新型烟草制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目前市面主要的新型烟草制品有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雾化式电子烟及口鼻式烟草制品等。与传统烟草制品相比，这些
新型烟草制品主要的共同特征是：不用燃烧、提供尼古丁、基本无焦油。其中，雾化电子烟、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是目前主
要产品。随着全球控烟政策趋严，人们健康意识不断增强，新型烟草对烟草行业的影响不容小觑。
公司目前生产的新型烟草制品包括加热不燃烧烟具、电子雾化设备（换弹式、一次性）等，服务品牌涵盖国内外知名新
型烟草品牌。
公司凭借专利和生产研发的经验积累，有序开展新型烟草器具等相关的ODM/OEM服务，致力打造成为拥有先进设计研发
技术、卓越生产制造能力、全面服务能力的新型烟草相关领域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二）行业发展及周期性特点
1、烟标行业
公司所处的烟标印刷行业是印刷包装行业下的细分行业，由于对原材料、印刷技术、产品用途都有较高要求，在行业中
占有重要地位。
为深化调整卷烟产品结构，国家烟草专卖局多次调整卷烟分类标准以促进中高档卷烟产品的生产。随着“卷烟上水平战
略”的实施，品牌总量不断减少，卷烟产品不断向中高端聚集，卷烟行业的进一步规范、品牌集中度的不断提高，设计服务
能力强、印刷工艺水平高、防伪性强、符合节能环保理念的烟标企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烟标印刷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将
逐步提高，未来几年，烟标生产企业存在进一步整合的市场机会。
公司在行业内具有明显的品牌效应和技术研发的竞争优势。公司凭借着在烟标印刷行业拥有的多年生产和服务经验，已
与全国多数烟草工业公司建立并保持稳定合作关系。公司是国内烟标印刷行业的领军企业，在烟标印刷行业占有重要的市场
地位。
烟标印刷行业发展与卷烟行业发展息息相关，其自身没有明显的周期性。烟标是为卷烟提供配套的产品，卷烟厂商出于
生产的便利性、服务的及时性等因素考虑，往往倾向于就近选择配套的烟标厂商提供服务，因而烟标行业表现出一定的区域
性特点。
2、中高端纸质印刷包装产品
从整体来看，我国包装企业数量多而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不高，重复建设的现象较严重，行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相对于
世界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纸质印刷包装行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仍较为落后。纸质印刷包装行业中，低端包装领域竞争
尤为激烈；而在高端领域，拥有高端品牌客户、高精生产技术、高服务质量的优质大型企业相对较少，行业集中度相对于国
内低端包装略高，但相较于发达国家包装行业集中度而言仍偏低。
纸质印刷包装行业是下游消费产品的配套行业，根据下游行业的经营情况及需求情况等，呈现相应的周期性、区域性。
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国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消费者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精品烟酒、高档化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升级，作为
展现品质、传递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纸质包装产业也将逐步向高端化、精品化演进。
经过近年公司在纸质印刷包装行业的投入，有效实现产业链拓展和延伸，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精品包装产品的市场覆盖，
通过进一步技术改造、新型设备的购置和原有设备的替换，持续扩大产能，不断提高公司技术创新实力，抓住包装前沿领域
的技术方向，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努力满足市场的增长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3、新型烟草制品
随着全球控烟力度的加大以及烟民对健康、环保的需求，新型烟草制品因较传统烟草相比，具有部分突出优势而高速发
展。
2021年3月22日，为加强对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烟草专卖局研究起草了《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尚处于意见征
集期间。
政策的不断完善将有利于新型烟草行业的健康发展。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相关政策以及标准的动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
下拓展新型烟草领域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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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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1,426,341.33

3,988,697,267.95

5.08%

3,374,004,79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3,590,253.75

876,786,038.90

-6.07%

725,308,10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9,281,999.73

858,689,915.03

-9.25%

692,189,290.04

1,045,444,375.59

1,189,888,045.76

-12.14%

415,158,42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60

-6.67%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60

-6.67%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7%

13.06%

-1.59%

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9,006,772,928.24

8,672,684,776.37

3.85%

8,203,580,89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25,915,335.16

6,926,088,151.98

7.22%

6,492,800,6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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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343,238.10

1,010,111,819.49

1,093,398,322.00

1,180,572,96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806,334.48

200,550,979.89

246,626,357.68

161,606,58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030,206.27

187,072,709.61

239,434,905.87

138,744,17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496,142.36

285,053,517.87

284,768,037.75

425,126,6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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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72,257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71,492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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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劲嘉创
境内非国有
业投资有限公
法人
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31.61% 463,08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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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34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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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复星瑞哲
境内非国有
安泰发展有限
法人
公司

9.37% 137,299,771

质押

116,000,000

新疆世纪运通
股权投资合伙 境内非国有
企业（有限合 法人
伙）

2.69% 39,450,000

质押

38,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1.77% 25,915,679

黄华

境内自然人

1.02% 14,934,141

11,200,606 质押

14,000,000

张立家

境内自然人

0.63%

9,209,326

季国平

境内自然人

0.59%

8,623,361

冯骏驹

境外自然人

0.55%

8,027,326

季旻珉

境内自然人

0.44%

6,422,998

侯旭东

境内自然人

0.42%

6,224,324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如下关联
关系：乔鲁予持有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0%的股份，持有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伙企业（有限合伙）71.44%的股份，其余前十名无限售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动的说明
也未知该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方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16,000,000 股，张立家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209,326 股，季国平通过信用证券账
说明（如有）
户持有公司股份 8,623,361 股，季旻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422,99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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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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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纷繁多变，受疫情的影响，第一季度，面临员工返岗及物流运输受阻等现实困难，公司
迅速制定方案积极应对，在响应号召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安全有序地组织复工复产，加强生产调度工作，加快对产
品的交付，实现了全年各项业务的稳健运行。面对包装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公司深入分析包装产品细分品类面临的行业
政策、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动态调整经营策略，发挥既有优势并不断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新客户、新市场进
行持续地拓展，不断赋予包装产品更丰富的内涵，保持了行业竞争实力。在新型烟草方面，公司始终以政策要求及客户需
求为导向，在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方面均有大幅提升，实现快速发展。
本报告期，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4,191,426,341.3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3,590,253.7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0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79,281,999.73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9.25%；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006,772,928.2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7,425,915,335.1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22%。
1、紧抓烟标市场，不惧挑战乘势而上
2020年，公司的部份区域烟标市场对执行的招标机制和价格进行了调整，叠加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短期扰动，
面对烟标产业承受的压力，公司努力克服不利因素，深挖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充分发挥在经营发展策略、生产管理水平、
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领先优势，不断巩固市场份额并深入优化产品结构，保持了烟标主业的竞争优势，展现了公司作为
烟标行业领先者的发展韧性和动力。经过努力，报告期内，公司烟标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减少13.79%。
2、以市场为导向，打造彩盒包装竞争壁垒
公司在彩盒产品方面持续发力，多维度、多角度深刻剖析下游客户的发展趋势，结合公司现阶段积攒的创意设计、生
产工艺、产能管控、物联网前沿技术应用等方面的优势，推进自动化智能制造车间、智能工厂以及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大
幅提高业务响应速度和生产运作效率；精准拓展服务对象及服务范围，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产品简单加工和装配、仓储物流、
终端配送、进出口报关、数据管理等供应链服务，多元化、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使得客户粘性进一步增强，公司
在中高端烟酒、3C消费电子产品、日化产品等细分品类领域的包装产品占有率逐步提升，报告期内，实现彩盒产品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10.04%。
3、深耕酒类包装市场，构造市场竞争壁垒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高端白酒消费景气度提升，公司把握酒类包装需求增加、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的发展趋
势，进一步整合设计创意能力、生产销售能力与前沿应用技术，加强与合作方的深度合作，公司与茅台技开司等股东方不
断提升申仁包装的包装配套服务能力，通过有序分阶段推进申仁包装的生产改扩建项目的建设，在现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
进行改扩建，产能的提升有助于拓展更多优质订单；公司与四川宜宾五粮液精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合资公司嘉美包
装的管理水平和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在设立后的第一个完整运营年度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公司在酒类包装深入贯彻服务
大客户、拓展新晋客户的发展战略，报告期内，为茅台、五粮液、国台、洋河、今世缘、江小白等知名品牌提供包装服务。
4、开拓新材料业务版图，多层次布局业务空间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丰田进一步夯实、巩固及扩大新材料市场领域，募投项目之一“中丰田光电科技改扩建项目”完成建
设后，新工艺、新技术的运用和新产品的投产，有效提高激光镭射防伪纸膜等产品的产能、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中丰田对
英诺包装的部分股权收购，有效优化公司在烟膜等高端膜类产品的结构。公司新材料板块的稳健发展助力大包装产业的盈
利水平及行业竞争力的提升，报告期内，实现镭射包装材料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8%。
5、创新应变，规范推进新兴行业
新型烟草产业作为公司的新兴战略发展板块，公司积极跟踪新型烟草全球的动态发展，持续跟进国内外相关政策的进
程，兼顾规范与发展，通过进一步夯实新产品研发、产能提升、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推进公司新型烟草板块的重要战略
平台、公司子公司劲嘉科技成为行业内具有综合竞争实力的电子雾化设备及加热不燃烧器具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综合制造商
和综合服务商，劲嘉科技配合国内外合作方及重点客户的需求，在技术创新、开发新品、品质管控及经营效率、市场拓展
等方面均得以持续提升，发展成果逐显成效。报告期内，新型烟草板块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8.36%。
6、坚定技术创新发展路径，赋能包装主业腾飞发展
“新消费时代”的来临，消费者对个性化、定制化、品牌化的消费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司下游客户对包装产品的外观、
性能、文化内涵提出了相应的匹配需求。公司子公司盒知科技以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创新为驱动，逐步建立起数字化区
块链技术综合应用系统和防伪认证体系，报告期内积累了更多优质客户，实现在包装产品上鉴真溯源、数字营销等功能，
通过盒知科技与公司独立设计板块蓝莓文化的强强联动，以传统和现代融合的设计理念、以基础和前沿的技术结合的举措
为支撑，推进信息技术、设计创意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不断探索和创新营销服务和盈利模式，为客户带来数字化、升级
化的增值服务，进一步增强了客户与公司的粘合度。
7、技术创新引领行业，竞争优势持续积淀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扬抓技改、求创新、增效益的优良传统，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新申请专利106件，
其中发明专利26件；新获得专利授权90件，其中发明专利2件，外观设计14件。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已累计获得专利授权759件（含失效发明专利1件，失效实用新型专利137件），其中发明专利107件，外观设计
24件；继续保持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

5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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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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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8,630,019.91

886,863,796.25

36.97%

-13.79%

-25.25%

-5.67%

镭射包装材料

711,339,784.11

157,632,399.11

22.16%

3.28%

13.28%

1.96%

彩盒

920,038,262.98

354,402,093.28

38.52%

10.04%

30.95%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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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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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劲嘉产业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1 设立

预计对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菏泽中丰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注2

预计对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设立

说明：
注1：深圳市劲嘉产业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日成立，注册资本总额为6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劲嘉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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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出资6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
注2：菏泽中丰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15日成立，注册资本总额为10,0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丰田光电科技(珠
海)有限公司出资7,000万元，出资比例为70%,，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华香港国际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出资比例为
30%。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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