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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3 - 002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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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云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高礼兵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1,113,248,690.00 758,412,122.00 4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793,108.00 93,527,653.00 4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4,873,958.00 61,083,370.00 5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2,078,311.00 84,677,232.00 11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1 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1 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 8.97% -4.37%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849,787,940.00 4,773,392,302.00 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08,532,462.00 2,968,679,287.00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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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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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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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4,184.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3,751.00  

其他 52,443,605.00 

鉴于谨慎性考虑，其他项目指本

公司向关联方红牛销售价格高

于第三方向其销售价格的部分。 

所得税影响额 10,800,989.00  

合计 44,919,150.00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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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

华动力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6% 3,87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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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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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华夏回

报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5% 1,999,9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海南原龙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二十一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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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农业银行－鹏华动力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75,700 人民币普通股 3,875,70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

金 
1,999,970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7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1,999,952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5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645,131 人民币普通股 1,645,131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602,823 人民币普通股 1,602,823 

中国农业银行－益民创新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5,591 人民币普通股 1,155,591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054,953 人民币普通股 1,054,953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

资基金 
999,979 人民币普通股 999,97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771,498 人民币普通股 771,498 

中国建设银行－中欧价值发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9,919 人民币普通股 619,9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及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同属于

全国社保基金；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及中国银行－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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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45.06%，主要系产销规模扩大、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下降65.33%，主要系本期待抵扣进项增值税余额较上年末减少所致； 

3、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100.54%，主要系广东肇庆年产7亿只二片罐项目、江苏宜兴三片饮料罐生产项目

等在建项目新增投入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103.58%，主要系预付土地购置款、设备采购款及工程款增加所致； 

5、预收账款较年初增长68.97%，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增长所致； 

6、应交税费较年初增长57.36%，主要系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余额增长所致； 

7、其他应付款较年初下降38.19%，主要系支付部分设备采购款等其他应付款项所致； 

8、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6.79%，主要系三片罐核心客户业务及二片罐业务增长所致； 

9、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159.58%，主要系公司产销规模扩大、缴纳流转税金增加，相应营业

税金及附加增长； 

10、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148.7%，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公司销售产品运费、人工成本等增加所致； 

11、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76%，主要系产销规模扩大、管理费用中研发支出、人工成本等增加所致； 

12、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79.96%，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3、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81.94%，主要系本期实现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14、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8,207.83万元，主要系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

长所致；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4,388.04万元，主要系对广东肇庆年产7亿只二片罐项目和江苏宜

兴三片饮料罐生产项目等在建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3,020.48万元，主要系公司归还部分借款所致； 

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55.32%，主要系产销规模扩大，

净利润增加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

行时所作承

诺 

周云杰 

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海南原龙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二十

一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华欣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北京原龙京联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阳商贸

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原贸易有限公司和北京原龙兄

弟商贸有限公司的股权，也不由该等公司回购其所持

有的该等股权。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25%；

离职 6 个月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

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其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50%。 

2011 年 05 月

13 日 

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

内 

报告期内，承诺

人严格信守承

诺，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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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

行时所作承

诺 

海南原龙投

资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

份。同时，所持公司股份，在周云杰、魏琼、赵宇晖、

沈陶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不

超 25%，在周云杰、魏琼、赵宇晖、沈陶离职半年

内不转让，并且在周云杰、魏琼、赵宇晖、沈陶离职

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不超 50%。 

2011 年 05 月

13 日 

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

内 

报告期内，承诺

人严格信守承

诺，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况。 

中瑞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弘灏

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嘉

华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

份。 

2011 年 05 月

13 日 

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

内 

报告期内，承诺

人严格信守承

诺，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况。 

魏琼、赵宇

晖、沈陶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25%；

离职 6 个月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

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其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50%。 

2011 年 05 月

13 日 

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

内 

报告期内，承诺

人严格信守承

诺，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况。 

海南原龙投

资有限公

司、周云杰 

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杜绝一切非法占用

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不再与发行人发生资金拆

借行为(正常经营活动中预支的备用金除外)；在任何

情况下，不要求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双方的

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

关联交易发生，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

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理，遵循市场化

的定价原则，避免损害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

生。如出现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或组织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奥瑞金的权益受到损害

的情况，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11 年 04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诺

人严格信守承

诺，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况。 

海南原龙投

资有限公

司、周云杰 

公司(本人)目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奥

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以下合称"奥瑞金")所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

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今后的任何时间亦不会直接或

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

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奥瑞金所从事的业务有实

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对于公司

(本人)将来可能出现的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所

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与奥瑞金有竞争或构成

竞争的情况，承诺在奥瑞金提出要求时出让公司(本

人)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份，并承诺给予奥

2011 年 04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诺

人严格信守承

诺，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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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对该等出资或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并将尽最大努

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平合理的及与独立第

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公司(本人)

承诺不向业务与奥瑞金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

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

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

密；公司(本人)将不采用代销、特约经销、指定代理

商等形式经营销售其他商家生产的与奥瑞金产品有

同业竞争关系的产品；如出现因公司(本人)或公司(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奥瑞

金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公司(本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

的同业竞争

和关联交易

问题作出承

诺 

是。 

承诺的解决

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一、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原龙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云杰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二、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原龙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周云杰出具了《规

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的履行

情况 
报告期内，承诺人严格信守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三、对 2013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 至 6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4,775.7 至 33,034.27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0,646.4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 2013 年 1 至 6 月公司对核心客户业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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