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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3 - 001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瑞金   股票代码 00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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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树军  王艳 

电话 （010）8521 1915 （010）8521 1915 

传真 （010）8528 9512 （010）8528 9512 

电子信箱 zqb@orgpackaging.com zqb@orgpackagi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 年 

营业收入（元） 3,506,432,818.00 2,840,925,616.00 23.43% 1,963,158,52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04,877,056.00 317,173,688.00 27.65% 236,404,70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2,353,622.00 200,400,355.00 25.92% 208,077,31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15,278,014.00 -89,223,107.00 565.44% 298,551,427.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2 1.38 17.39%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2 1.38 17.39% - 

净资产收益率（%） 25.46% 37.17% -11.71% 31.78%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10 年末 

总资产（元） 4,773,392,302.00 2,778,113,670.00 71.82% 1,782,123,02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元） 

2,968,679,287.00 995,657,177.00 198.16% 726,602,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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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22,1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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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南原龙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39% 142,278,000 142,278,000   

中瑞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9% 18,975,000 18,975,000   

弘灏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 18,400,000 18,400,000   

嘉华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 
境外法人 5.25% 16,100,000 16,100,000   

佳锋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22% 12,937,500 12,937,500   

加华威特技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9% 9,487,500 9,487,500   

阿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境外法人 3.09% 9,487,500 9,487,500   

中国农业银行

－中邮核心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3,000,000    

北京二十一兄

弟商贸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4% 2,277,000 2,277,00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9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海南原龙与二十一兄弟存在关联关系；嘉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与加华威特技术有限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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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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2 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公司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步入了战

略引领、资本助推的发展新道路。 

 

公司始终坚持“包装名牌，名牌包装”的经营理念，以中国金属包装产品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为发展愿景。2012 年，公司持续完善生产布局，不断提高对核心客户的保障能力，巩固

和加强在中国三片罐领域的行业地位；同时，公司稳步拓展二片罐市场，引进国际先进水平

的生产线，先后取得多家饮料、啤酒客户生产认证并开始供货，二片罐业务开局良好。  

（1）报告期工作回顾： 

①经营业绩总体良好 

 

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350,643.28万元，同比增长23.43%；实现营业利润48,968.38万元，

同比增长26.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487.71万元，同比增长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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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于2012年10月11日成功登陆深交所。公司的成功上市，提升了

公司的资本实力，优化了公司的资本结构，也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公司以上市为契机，坚持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持续加强内部控制。公司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权责，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制衡作用。公司已经建立

了《总经理工作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治

理制度，随着各项治理制度的有效实施，公司将朝着更加规范、稳健的方向发展。 

 

③投资项目进展顺利 

 

2012年，公司以客户和市场需求为导向，遵循“规模适度、审慎选择、稳步推进”的原则，

实施了一批重大投资项目，在提高盈利能力、开拓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与核心客户的

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上市后，积极推动募投项目的实施工作，其中，北京三片罐项目一期865线、佛山三

片罐项目、上虞二片罐项目等项目已顺利完工，部分项目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新建项目方面，公司在江苏宜兴启动了三片罐项目，以满足红牛公司在华东地区对三片

饮料罐的需求，项目投资金额约4.59亿元，项目全部达产后年产量可达到11.84亿只；公司在

广东肇庆启动了第二个二片罐项目，项目投资金额约4.15亿元，项目全部达产后产能为每年7

亿只；为提高产品配套能力，满足公司对金属易拉盖的需求，公司在山东龙口启动了易拉盖

项目，该项目投资金额约为3.9亿元人民币，完全达产后年产量可达到39亿片。 

 

上述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及完成，将有效扩充产能，并将对完善全国业务布局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④信息化水平有所提升 

 

为进一步推进精细化管理，实现产、供、销、服、财一体化和有效协同，公司持续推进

ERP项目，初步搭建了ERP系统运行所需的硬件平台，组建了ERP项目实施的内部顾问团队，

梳理了进、销、存等业务流程，初步完成了三片罐、二片罐业务的系统上线。通过ERP项目

的实施，实现了基础数据的标准化，规范了业务操作流程，提高了管理层的决策效率，公司

的管理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得以提升。 

 

⑤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2012年，公司人力资源工作围绕人才队伍建设、管理制度、激励机制三个方面展开，取

得了显著成效。 

公司遵循“年轻化，知识化，国际化”的原则，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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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持续完善“金子计划”，开展运营系统的员工培养方案（MTD项目）；持续完善激

励机制，制订并实施了重点项目激励管理办法，构建了以能力为核心的员工职业发展通道，

开展员工调研与座谈，进行后备干部的储备。 

(2)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①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 

 

金属包装是包装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特有的加固性、密封性、美观性和环保节能

而成为不可替代的包装方式。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逐步提升，食品

与快消品行业的平稳成长，金属包装的应用领域和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国包装联合会

金属容器委员会预测，到2015年，中国金属包装市场规模将达到967亿元，较2010年将增长

57%，预计未来5～10年将是金属包装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行业目前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a、食品和饮料行业的高速增长推动金属包装产业驶入快速发展通道； 

 

b、国家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使金属包装的应用前景更为广阔； 

 

c、节能降耗政策的实施加速金属包装减薄技术的广泛应用； 

 

d、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绿色、环保包装成为行业发展趋势； 

 

e、转方式调结构的时代需求促进金属包装行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的跨越式发展。 

 

②公司发展战略及2013年度经营计划 

 

公司将立足于成为现代化金属包装产品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战略定位，持续完善生产

布局，巩固并加强在我国金属包装领域的行业地位，积极布局二片罐等新业务，不断丰富产

品线，扩大业务规模，增强盈利能力，积极、稳健地推进投资项目，择机进入海外市场，促

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司抓住发展机遇、谋求更大发展

的关键年，为全面实现经营目标，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a、以市场开拓、结构优化为重点，促进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b、以成本控制、精益管理为导向，保持规模、效益良性增长； 

 

c、以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为突破，推动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d、以创新机制、提高素质为重点，加强核心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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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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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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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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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江苏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和广东奥瑞金包装有限

公司。 

 

江苏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注册号为320282000307505，住所为宜兴经济开发区永盛路，

法定代表人为沈陶，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经营金属

容器；节能技术和资源再生技术的开发；金属容器、玻璃容器、吹塑容器的设计（前述范围

涉及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广东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注册号为441200000064610，住所为肇庆市大旺区迎宾大道

名仕豪庭3号楼106房，法定代表人为沈陶，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

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从事节能技术和资源再生技

术的开发应用；并应用该技术设计金属容器、玻璃容器、吹塑容器。（经营范围涉及法律、法

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5）对 2013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 至 60%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1,223.32 至 14,964.42 

2012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3,527,653.0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3 年第一季度公司对核心客户业务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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