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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本人因违反招股说明书承诺而受到有权机关调查或他方起诉，本人自愿在承诺锁定期的基础上

继续延长所持公司股份（如有）的锁定期，直到有关机关出具明确的调查结论或裁决；

（3）经公司董事会提议，自愿在违反承诺事项之日起十日内提出辞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申请；

（4）经有权机关认定本人所承担责任后，本人如果持有公司股份，应在可转让之日后一个月内转让公司

股份并以所获全部转让款保障相应责任有效履行；

（5）认可并严格执行公司董事会决定采取的其他措施；

（6）如本人未在违反相关承诺事项后一个月内启动上述保障措施，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委

托第三方执行上述保障措施；

（7）公司具有可依据此承诺向本人提起诉讼的权利。 同时承诺不因辞去或其他原因不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而放弃上述有关保障措施。

七、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

（一）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根据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如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成功，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前公司

滚存利润，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二）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 为了保证上市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经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1、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连续、稳定和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要求和意见，为股东提

供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形式分配利润，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实际情况提议

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具体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拟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现金分红的条件

（1）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2）公司该年度现金流量净额为正值；

（3）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公司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

股利。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等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预计支出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0%的投资事项。 ）

4、现金分红的比例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公司未来三年每年现金分红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公司当

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5%。

公司发放分红时，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5、现金分红的期间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6、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如果公司当年以现金股利方式分配的利润已经超过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5%或在利润分配方案中

拟通过现金股利方式分配的利润超过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5%， 对于超过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5%以上的部分，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分配。

7、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总经理拟定后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并由独立董事发表明确独立意

见。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

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明确意见。

（3）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

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

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4）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5）公司拟在下半年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应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

（6）公司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在当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

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7）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

股份）的派发事项。

8、利润分配调整的决策机制和程序

（1）当公司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或根据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需要等确需调整

的，可以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2）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须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并由独立董事发表明确独立意见。 经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应提供

网络投票方式。

根据公司的未来分红回报规划，上市后三年，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为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

润的 15%。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分配。

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十四节 股利分配政策” 有关内容。

八、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因素” 中的下列风险：

（一）包装一体化的 JIT供货模式风险

公司实施包装一体化经营模式，目前主要服务对象为世界 500强企业。 成为该等客户的包装服务供应商

需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检验，供应商能否及时提供包装产品与服务、随时满足客户的弹性需求是考核的主要内

容之一。 倘若公司因管理疏漏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及时为客户提供产品与服务，将有可能失去供应商资格。

（二）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瓦楞纸板和速生商用木材。 报告期内，瓦楞纸板和速生商用木材采购额占

原材料采购总额比例的算术平均数分别为 28.67%和 62.97%。 若公司无法扩大销售规模及提升产品附加值，

未来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影响公司产品的毛利率进而影响公司利润。

（三）租赁生产厂房的风险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生产厂房主要通过租赁取得，公司及各子公司租赁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53,

902.19平方米。 同时，公司拟在子公司无锡新通联租赁的厂房内建设本次募投项目之一“绿色重型包装材料

建设项目” ，该厂房租赁期为 2008年 5月 15日至 2018年 5月 14 日，无锡新通联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

租权。

如果租赁期满后由于租金上涨或其他因素导致无法续租， 则公司需将现有位于该经营场所的生产经营

设施迁往其他经营场所，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搬迁当期的经营业绩。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风险因素” 章节全文，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九、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2014年 12月 31日）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期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生产经营

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规模、销售价格、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构

成、国家产业及税收政策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亦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根据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的订单数量及商务谈判情况，本公司预计，201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长

幅度为 0%~30%，净利润增长幅度为 0%~10%。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招股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普通词语释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新通联股份 指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人 指 曹文洁、曹立峰、磐石投资、纪源科星、文洁投资

新通联有限 指

上海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新通联木制品有限公司，经上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宝山分局核准，2001年 3月变更名称而来

通联木器厂 指 上海通联木器厂

天轮实业 指 上海天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康集团 指 上海大康（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区妇联 指 上海市宝山区妇女联合会

稳健压缩机 指 上海稳健压缩机有限公司

木榄坊 指 上海木榄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文洁投资 指 上海文洁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磐石投资 指 上海磐石宝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纪源科星 指 苏州纪源科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锡新通联 指 无锡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芜湖新通联 指 芜湖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包装服务 指 上海新通联包装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包装制品 指 上海新通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包装制品 指 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新通联 指 重庆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新通联 指 武汉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新杨木材厂 指 上海新杨联合木材厂

康可尔压缩机 指 上海康可尔压缩机有限公司

徳励压缩机 指 上海德励压缩机有限公司

屹能压缩机 指 上海屹能压缩机有限公司

柯励森压缩机 指 上海柯励森压缩机有限公司，由上海复才空压机实业有限公司更名而来

艾酷机电 指 上海艾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由上海妙生电动机有限公司更名而来

诺顺装饰 指 上海诺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城稳健 指 江西南城稳健房地产有限公司

江苏稳健 指 江苏稳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格雷特压缩机 指 江西格雷特压缩机有限公司

灏雄电动机 指 上海灏雄电动机有限公司

超竞压缩机 指 上海超竞压缩机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草案）》 指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验资复核报告》 指 《关于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到位情况的复核报告》

本次发行、首次公开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面值为 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2, 000 万股的行为

主承销商、保荐机构 指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健会计师、申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改制更名而来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报告期、近三年 指 2012年、2013年和 2014 年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12年 12月 31日、2013年 12月 31日和 2014 年 12月 31日

最近一年 指 2014年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指 《关于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中包联 指 中国包装联合会

《循环经济促进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清洁生产促进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Interfor 指 Internat i onal �Forest �Products�Limi ted

美盈森 指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兴包装 指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南汇兴卫 指 上海南汇兴卫绣花服装厂

浙江上峰 指 浙江上峰包装有限公司

常熟东晟 指 常熟市东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苏州荣展 指 苏州荣展环保代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诚平 指 上海诚平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通道恒森 指 湖南通道恒森木材加工厂

上海锦佳 指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定申 指 上海定申包装印刷厂

上海巨龙 指 上海巨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王子 指 苏州王子包装有限公司

芜湖万宝 指 芜湖万宝木业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 指 柯尼卡美能达商用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 指 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广达电脑 指 广达电脑集团

达功电脑 指 达功（上海）电脑有限公司

富士施乐 指 上海富士施乐有限公司和富士施乐爱科制造（苏州）有限公司

延锋伟世通 指

延锋伟世通金桥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延锋伟世通汽车模具有限公司、延锋伟世通

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和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佳能 指 佳能（苏州）有限公司

联合汽车电子 指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无锡厂和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芜

湖分公司

霍尼韦尔 指 霍尼韦尔汽车零部件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理光数码 指 上海理光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ABB 指 ABB高压电机有限公司

施耐德 指

上海施耐德配电电器有限公司、上海施耐德低压终端电器有限公司、施耐德（上海）

电器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施耐德（苏州）机柜系统有限公司、上海施耐德工业控制有

限公司和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老港申菱电子电缆 指 上海老港申菱电子电缆有限公司

日立海立汽车部件 指 日立海立汽车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萨帕铝热传输 指 萨帕铝热传输（上海）有限公司，2013年更名为格朗吉斯铝业（上海）有限公司

英格索兰 指 上海英格索兰压缩机有限公司

富士通将军空调 指 富士通将军中央空调（无锡）有限公司

泰金宝光电 指 泰金宝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松下等离子 指 上海松下等离子显示器有限公司

科勒 指 科勒中国有限公司

3M 指 3M中国有限公司

科尼起重机 指 科尼起重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新朋实业 指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雪花啤酒 指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相宜本草 指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西门子中国成员企业 指 上海西门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无锡银邦铝业 指 无锡银邦铝业有限公司

漂莱特公司 指 漂莱特（中国）有限公司

克虏伯 指 上海克虏伯不锈钢有限公司

东方精工 指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特电梯 指 威特电梯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奥瑞金 指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一级纸包装生产企业 指 专业造纸企业，同时也可以兼具纸板、纸箱生产能力

二级纸包装生产企业 指 专业纸板生产企业，同时也可以兼具纸箱生产能力

三级纸包装生产企业 指 专业纸箱生产企业

募投项目 指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预案》 指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二、专用技术词语释义

绿色包装 指

利用能够循环再生或降解、节约资源和能源的包装材料生产的包装产品，在包装产品

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能够对人体健康及环境不造成公害的适度包装

整体包装解决方案 指

在传统包装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整体包装方案的设计与优化、客

户包装材料第三方采购、包装产品及时物流配送、供应商库存管理及客户现场辅助包

装作业等增值服务的包装行业的新型经营模式

第三方采购 指 客户将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外包给公司进行第三方采购方式

供应商库存管理 指

供应商基于其下游客户的生产经营、库存信息，对下游客户的库存进行管理与控制，

是一种在供应链环境下的库存运作模式，是将多级供应链问题变成单级库存管理问

题

客户现场辅助包装作业 指

通过在客户现场配置包装一体化服务人员，在客户生产线现场为客户提供技术指导

和现场协助以辅助客户进行包装作业，或者直接为客户实施产品包装作业

瓦楞原纸 指 生产瓦楞纸板的主要纸质原料，是构成瓦楞纸板波纹状中芯所用的原料纸

箱板纸 指 又称牛皮卡纸，指用于生产瓦楞纸板外表面的纸板

瓦楞纸板 指 由箱纸板和经过起楞的瓦楞原纸粘合而成的，用于制造瓦楞纸箱的一种复合纸板

轻型包装产品 指 轻型瓦楞包装产品

重型包装产品 指 包括重型瓦楞包装产品、重型木质包装产品及各类组合包装产品

瓦楞包装产品 指 包括轻型瓦楞包装产品和重型瓦楞包装产品

轻型瓦楞包装产品 指 使用 280g 以下克重瓦楞纸板制成的瓦楞包装产品

重型瓦楞包装产品 指 使用 280g 及以上克重瓦楞纸板制成的瓦楞包装产品

单面机 指 将瓦楞原纸与箱纸板粘合在一起，生产单面单瓦楞纸板的设备

双面机 指 将单面单瓦楞纸板和箱板纸粘合在一起，生产双面瓦楞纸板的设备

克重 指 又称定量，指每平方米纸或纸板的质量

柔性生产 指

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户订单，对生产计划和设备参数设置等迅速进行调整，以适应

多品种产品小批量订单的生产模式

ISO9001 指

国际标准 ISO9001由 ISO/TC176/SC2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质量体系分

委员会制定的，为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核心标准之一

ISO14001 指

即国际环境管理体系标准，以“预防为主”的原则为指导，规范从政府到企业等所有

组织的环境表现，达到降低资源消耗、改善全球环境、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ISO14001是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代号，ISO14000 系列标准是由国际标准化组

织制订的环境管理体系标准，是针对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臭氧

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等重大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

发展，顺应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依据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

RoHS 指

Restri ct i on�of�the�Use�of�Certain�Hazardous�Substances�i n�Electri cal �and�

Electroni c�Equipment 的英文缩写，全称是《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

有害成分的指令》。 欧盟立法制定并在 2006年 7月 1日起正式执行的一项强制性

指令。 该指令的目的在于消除电子电器设备中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联

苯醚 6项有害物质

GDP 指 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 i c�Product，简称 GDP）

ISTA 指 Internat i onal �Safe�Transi t �A ssociat i on，即国际安全运输协会

A楞 指

瓦楞楞型的一种，楞高在 4.5- 5.0mm，楞宽在 8.0- 9.5mm，楞数为 34+/ - 3个

/ 300mm

C楞 指

瓦楞楞型的一种，楞高在 3.5- 4.0mm，楞宽在 6.8- 7.9mm，楞数为 41+/ - 3个

/ 300mm

B楞 指

瓦楞楞型的一种，楞高在 2.5- 3.0mm，楞宽在 5.5- 6.5mm，楞数为 50+/ - 4 个

/ 300mm

E楞 指

瓦楞楞型的一种，楞高在 1.1- 2.0mm，楞宽在 3.0- 3.5mm，楞数为 93+/ - 6个

/ 300mm

F楞 指

瓦楞楞型的一种，楞高在 0.6- 0.9mm，楞宽在 1.9- 2.6mm，楞数为 136+/ - 20 个

/ 300mm

JIT 指

Just �i n�t ime的英文缩写，即准时制，其基本原理是以需定供，适时适量生产在市场上

有确定需求的产品，是一种彻底追求生产合理性、高效性，能够灵活多样地生产适应

各种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产品的生产方式

6S 指

6S即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

（SHITSUKE）、安全（SECURITY）六个项目，因均以“S”开头，简称“6S”

CAGR 指 CAGR是 Compound�Annual �Grow th�Rate的缩写，即年均复合增长率

PVC 指 聚氯乙烯（Poly�V inyl �Chlori de）

本招股说明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因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2, 000 万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本次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00%；本次发行无老股转让

定价方式 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 【 】元

发行市盈率

【 】倍（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54 元 （以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基础

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3.41元 （以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发行

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扣除发行费用）

发行市净率 【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万元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费用：2, 206.9万元

保荐费用：100 万元

审计费用：400 万元

律师费用：150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80 万元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380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中文名称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英文名称 Shanghai �X intongl i an�Packaging�Co., �Ltd.

注册资本 6, 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曹文洁

成立日期 1999年 7月 27日

发行人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罗东路 1555号（2号南部厂房）

邮政编码 200949

电话号码 021－36535008

传真号码 021－36531002

互联网网址 ht tp: / / w w w .xt l .sh.cn/

电子邮箱 zqb@xt l .sh.cn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本公司是由上海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8月 3日，经新通联

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同意新通联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经天健会计师审计的 2011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人民币 81,100,989.96 元， 按照 1：0.73982 的比例折合成 60,000,000.00 股股份， 其余 21,100,

989.96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1年 8月 12日，天健会计师对前述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事项出具了天健

验（2011）2-20号验资报告。 2011年 9月 15日，公司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为 310113000269881，注册资本 6,000万元。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的发起人为曹文洁、曹立峰、磐石投资、纪源科星、文洁投资。 公司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为承继

新通联有限的资产，主要包括货币、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生产设备、土地使用权等。

三、发行人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000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 2,000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曹文洁 4, 703.40 78.39 4, 703.40 58.79

曹立峰 396.60 6.61 396.60 4.96

磐石投资 300.00 5.00 300.00 3.75

纪源科星 300.00 5.00 300.00 3.75

文洁投资 300.00 5.00 300.00 3.75

本次发行的股份 — — 2, 000.00 25.00

总股本 6, 000.00 100.00 8, 000.00 100.00

（二）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共有五名股东，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曹文洁 4, 703.40 78.39

2 曹立峰 396.60 6.61

3 磐石投资 300.00 5.00

4 纪源科星 300.00 5.00

5 文洁投资 300.00 5.00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任职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职务

1 曹文洁 4, 703.40 78.39% 董事长、总经理

2 曹立峰 396.60 6.61% -

（四）股东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为曹文洁、曹立峰、磐石投资、纪源科星和文洁投资，公司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1 曹文洁 4, 703.40 78.39 -

2 曹立峰 396.60 6.61 曹文洁之弟

3 磐石投资 300.00 5.00 无关联关系

4 纪源科星 300.00 5.00 无关联关系

5 文洁投资 300.00 5.00

曹文洁系文洁投资主要出资人和执行

事务合伙人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成立于 1999年，目前已形成集纸包装、竹木包装、塑料包装、纸木结合包装、木塑缓冲包装、金属与

木结合包装的研发、设计、测试、制造、销售以及“整体包装解决方案” 增值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化的

新型包装企业。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纸包装与竹木包装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随着公司自身生产能力和综

合实力的提升，公司近年来开始向客户推行“整体包装解决方案” 一体化服务模式。公司的主要产品与服务

包括：纸包装产品与竹木包装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客户包装方案设计与优化、客户包装材料第三方采

购、包装产品及时物流配送、供应商库存管理及客户现场辅助包装作业等增值服务。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的主要系列产品为轻型包装产品和重型包装产品，其中轻型包装产品为轻型瓦楞包装产品，重型

包装产品包括重型瓦楞包装产品、木制品包装产品以及各类组合包装产品。此外，公司还为客户提供第三方

产品采购服务。 公司产品的包装标的对象主要是微型计算机产品、电子信息类产品、办公电子设备产品、汽

车零部件产品、机电设备产品等较高价值产品。

（三）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是上海地区众多包装企业中最早树立“整体包装解决方案” 经营理念的包装供应商之一。 公司通

过整合公司内外部资源，陆续完善和建立了包装设计部门、国内领先的包装测试中心、供应商库存管理系统

等服务于“整体包装解决方案” 所需的业务平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给整体包装方案优化与包装材料选择、

产品研发与设计、产品测试与质量检测、产品生产制造、第三方采购、JIT 模式物流与配送、客户现场辅助包

装作业等一系列服务，融入了与客户包装环节相关的全过程。

公司推行的“整体包装解决方案” 服务模式是对传统经营模式的创新，其核心是在传统包装行业为客

户提供单一产品生产制造的基础上，对客户产品相关的包装环节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支持。 “整体包装解决

方案” 服务模式具备能够帮助客户实现整体包装方案优化、降低包装相关经营与管理成本、提高其产品包

装作业效率、提高客户产品包装环保性能、缩短新产品上市周期、优化产品宣传效果等优势，受到客户的广

泛青睐，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四）发行人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需要的原材料种类主要分两大部分：瓦楞纸板和速生商用木材。 瓦楞纸板原材料由公司采购

部门向国内的供应商采购。速生商用木材由公司采购部门向国内外的供应商采购。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购

速生商用木材品种包括松木、杉木等速生商用材。 近年来，公司已与国内外多家供应商建立了互相支持、相

互依赖的战略伙伴关系，保证了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五）行业竞争状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目前，我国纸包装和竹木包装生产企业数量众多，市场集中度很低。 但是，除少数行业龙头企业与大型

跨国企业以外，我国绝大多数纸包装和竹木包装生产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抗

风险能力差、生产经营缺乏环保措施，这些小型企业的产品主要以低档次、低附加值的包装产品为主，从而

导致纸包装和竹木包装低端市场竞争的无序；而中高端市场则被少数技术研发能力强、生产设备领先、有丰

富的业务和市场开拓经验的行业龙头企业所占据，这些龙头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加大技术研发投

入以扩大生产能力和提升产品品质与档次，并凭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引领行业经营模式的革新，逐渐扩大

市场份额。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纸包装和竹木包装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并且依靠向客户提供“整体包装解决方案” 一体化服务的经营模式，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双方建立长期

稳定的互信合作关系。公司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结合自身产品设计生产的技术优势，为客户持续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高效的增值服务，实现了盈利能力的提升，从而实现了市场地位的提升。

公司连年被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评为 “上海市包装五星级企业” ， 先后被评为 “中国包装工业 100

强” 、“中国纸包装工业纸箱纸盒 50强企业” 、“上海包装企业 50强” ，并被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列为出

口危险商品包装容器许可生产企业。 公司产品与服务深受市场和客户认可，2011 年 2 月公司产品被授予

“上海名牌” 称号；历年来多次获得柯尼卡美能达、萨帕铝热传输、老港申菱电子电缆、日立海立汽车部件等

优质高端客户评选的“年度优秀供应商” 、“质量金奖” 、“年度成本低减奖” 等奖项和荣誉称号。

根据 2012年 2月 28日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纸包装容器包装委员会出具的证明， 公司在上海市纸包

装生产企业综合实力评议中，列三级纸包装生产企业生产规模综合排名第一位。

五、发行人业务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折旧年限（年）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 �30 年 3, 646.68 814.30 2, 832.38 77.67%

机器设备 5�- �10 年 2, 221.00 940.72 1, 280.28 57.64%

运输工具 5年 1, 120.45 531.49 588.95 52.56%

电子设备 3- 5年 443.00 337.94 105.06 23.72%

合 计 － 7, 431.12 2, 624.45 4, 806.68 64.68%

（二）无形资产

1、商标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拥有以下 14项注册商标：

序号 注册商标 类别 注册号 许可使用期限 核定使用商标产品或服务

1 16 5577809

2009年 9月 7日至 2019

年 9月 6日

牛皮纸；铜版纸；箱板纸；瓦楞原纸（纸

板）；硬纸管；包装纸；纸板盒或纸盒；纸

箱；木纹纸；垫货盘用可伸展塑料膜

2 16 5577386

2009年 9月 7日至 2019

年 9月 6日

牛皮纸；铜版纸；箱板纸；瓦楞原纸（纸

板）；硬纸管；包装纸；纸板盒或纸盒；纸

箱；木纹纸；垫货盘用可伸展塑料膜

3 20 5577808

2009年 9月 7日至 2019

年 9月 6日

木箱或塑料箱；非金属装货货盘；非金

属运输货盘；板条箱；木桶板；木条板；

软木管；非金属箱；软木工艺品；木制家

具隔板

4 20 5577810

2009年 9月 7日至 2019

年 9月 6日

木箱或塑料箱；非金属装货货盘；非金

属运输货盘；板条箱；木桶板；木条板；

软木管；非金属箱；软木工艺品；木制家

具隔板

5 16 8520464

2011年 8月 28日至 2021

年 8月 27日

牛皮纸；铜版纸；箱板纸；瓦楞原纸（纸

板）；硬纸管；包装纸；纸板盒或纸盒；纸

箱；木纹纸；货盘装运用可延伸塑料粘

膜

6 20 8520504

2011年 8月 28日至 2021

年 8月 27日

木箱或塑料箱；非金属装货货盘；非金

属运输货盘；板条箱；木桶板；木条板；

软木管；非金属箱；软木工艺品；木制家

具隔板

7 39 8520539

2011年 8月 7日至 2021

年 8月 6日

搬运；卸货；货物递送；货运；运输；货物

发运；商品包装；商品打包；礼品包装；

汽车运输；货物贮存；贮藏；仓库贮存

8 39 8520562

2011年 8月 7日至 2021

年 8月 6日

搬运；卸货；货物递送；货运；运输；货物

发运；商品包装；商品打包；礼品包装；

汽车运输；货物贮存；贮藏；仓库贮存

9 39 8520583

2011年 8月 21日至 2021

年 8月 20 日

搬运；卸货；货物递送；货运；运输；货物

发运；商品包装；商品打包；礼品包装；

汽车运输；货物贮存；贮藏；仓库贮存

10 19 9597958

2012年 7月 14 日至 2022

年 7月 13日

木材；半成品木材；成品木材；已加工木

材；地板；可塑木料；木屑板；软木（压

缩）；非金属地板；非金属广告栏（截

止）

11 20 9597982

2012年 7月 14 日至 2022

年 7月 13日

木条板；家具；非金属装货盘；非金属

桶；木箱或塑料箱；竹木工艺品；木、腊、

石膏或塑料艺术品；软木工艺品；画框；

木制编织百叶窗（家具）（截止）

12 40 9598000

2012年 7月 14 日至 2022

年 7月 13日

锯木（锯木厂）；伐木及木料加工；纸张

加工；印刷；雕刻（截止）

13 41 9598014

2012年 7月 14 日至 2022

年 7月 13日

提供博物馆设施（表演、展览）；组织文

化或教育展览；培训；安排和组织学术

讨论会；安排和组织专题研讨会（截

止）

14 17 8520619

2012年 2月 14 日至 2022

年 2月 13日

绝缘纸;防水包装物；橡胶或塑料制填

充材料；橡胶或塑料填料；包装用橡胶

袋（信封、小袋）；橡胶或塑料制（填充

或衬垫用）包装材料（截止）

2、专利

（1）公司拥有的专利权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拥有专利权 10项，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

别

有效期限 国别

1

新通联股

份

一种带有双固定

板的横梁式托盘

ZL�2010�2�0582813.3

实用新

型

2010年 10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8日

中国

2

新通联股

份

一种纸箱 ZL�2010�2�0622682.7

实用新

型

2010年 11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1月 22日

中国

3

新通联股

份

一种托盘 ZL�2010�2�0622691.6

实用新

型

2010年 11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1月 22日

中国

4

新通联股

份

一种防震固定件 ZL�2010�2�0622687.X

实用新

型

2010年 11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1月 22日

中国

5

新通联股

份

一种防震固定底

盘

ZL�2010�2�0622669.1

实用新

型

2010年 11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1月 22日

中国

6

新通联股

份

一种脚头式托盘

结构

ZL�2010�2�0584761.3

实用新

型

2010年 11 月 0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日

中国

7

新通联股

份

一种带有四固定

板的横梁式托盘

ZL�2010�2�0582815.2

实用新

型

2010年 10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8日

中国

8

新通联股

份

一种零件格档 ZL�2010�2�0622703.5

实用新

型

2010年 11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1月 22日

中国

9

新通联股

份

钢结构箱体 ZL�2012�2�0408679.4

实用新

型

2012年 8月 17日至 2022年

8月 16日

中国

10

新通联股

份

格挡 ZL�2014�2�0093712.8

实用新

型

2014年 3月 3日至 2024 年 3

月 2日

中国

（2）专利实施许可

2012年 1月 10日，公司与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中山学院将其拥有

专利权的发明专利“一种纸品淀粉粘合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1010298673.1）” 许可发行人独占

使用，合同有效期为 2012年 1月 10日至 2017年 12月 9日。 2012年 12月 26日，上述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备案号为：2012990000936。

3、土地使用权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取得土地使用权共计 4宗，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房地产权证号 权利人 坐落

建筑面积

（m2）

土地使用权面

积（m2）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他项权利

1

沪房地闵字（2012）

第 000554 号

新通联股份

江川路 2005

弄 58号

3, 825.65 23, 866 2054年 5月 19日 无

2

沪房地闸字（2012）

第 000535号

新通联股份

永和路 118弄

15号

1, 620.51 - 2054年 6月 21日 抵押

3

锡锡国用（2012）第

008483号

无锡包装制

品

无锡市锡山区

鹅湖镇青虹路

东、科技路北

- 33, 470 2062年 5月 15日 无

4

沪房地宝字（2013）

第 022926号

新通联股份

罗店镇 0009

街坊 57/ 1丘

- 44, 495.8 2062年 5月 7日 无

注：沪房地闸字（2012）第 000535号《房地产权证》项下的宗地总面积为 49,794m2，未进行土地使用

权分割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000 万股， 其中， 曹文洁直接持有 4,703.40 万股， 占公司发行前股份的

78.39%， 同时曹文洁控股的文洁投资持有公司发行前股份的 5%， 曹文洁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合计

83.39%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文洁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

（1）天轮实业

上海天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 5月 16日， 注册资本为 200万元， 曹文洁持有其 90%股

权，经营范围为：机械、五金、木制品加工，建筑装潢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品），机电产

品、金属材料、木材、劳防用品、百货批兼零、代购代销；纸制品、塑料制品、包装箱加工、销售，室内装潢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设计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天轮实业已于 2012年 1月 12日注销。

（2）木榄坊

上海木榄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曹文洁持有其 100%

股权，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展览展示服务，建材的销售（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件经营）。

木榄坊已于 2012年 6月 7日注销。

（3）文洁投资

上海文洁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持有公司

5%股权，曹文洁持有其 90%的股权，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的情况。为避免将来可能出现与本公司的同业竞争，曹文洁于 2012年 3月 1日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函》。

（二）关联交易情况

1、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本公司存在以下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联采购

2013 年，公司以市场价向康可尔压缩机采购原材料及固定资产 6.80 万元；2014 年，公司以市场价向

康可尔压缩机采购原材料 6.73万元。

（2）关联销售

1）向格雷特压缩机销售包装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价向格雷特压缩机销售包装产品 11.32万元、15.86万元和 21.26万元。

2）向稳健压缩机销售包装产品

2013年，公司以市场价向稳健压缩机销售包装产品 2.68万元。

3）关联销售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单位：万元

年份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格雷特压缩机 21.26 15.86 11.32

稳健压缩机 - 2.68 -

合计 21.26 18.54 11.32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0.04% 0.04% 0.03%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03%、0.04%和 0.04%，所占比例较小，对公司经

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3）其他

因业务扩张需要，为保证经营场所的稳定性，公司向稳健压缩机租赁上海市宝山工业园区金池路厂房，

租赁面积 3,012平方米，期限自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租金为 58.47万元 /年。

（三）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公允性发表的意见

就公司近三年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确认意见，认为：公司在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前发生的关联交易由当时的执行董事和控股股东曹文洁自主决策，除此之外，公司发生的关

联交易已按照当时的有效章程及决策程序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公司近三年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具有独立的生产、供应和销售系统，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公司的

业务、财务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主要为关联方采购及销售、关联担保，关联采购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0、0.21%和 0.02%，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03%、0.04%和 0.04%，所占比例较小，关联担保及

关联方资金拆借发生在报告期初，金额较小，因此，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止日

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2013

年度薪

酬情况

（万

元）

持有公

司股份

数量

（万

股）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关

系

曹文

洁

董事

长、总

经理

女 45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上海通联木器厂工作； 历任新通

联有限监事、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现

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上海文洁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执行合伙人

52.61

4,

703.40

无

盛永

跃

董事、

副总

经理

男 56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上海复建包装公司、 上海永汇实

业公司等，历任新通联有限技术部经理、技

术总监、项目部经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无 27.52 无

臧文

君

董事、

副总

经理、

财务

总监

女 44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上海市航运公司、 上海宏桥食品

有限公司、上海和平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国瑞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现任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无 24.60 无

王佳

芬

董事 女 63

2014.8~20

17.8

曾任上海牛奶公司、上海牛奶集团董事长、

总经理， 上海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现任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

董事长，并任上海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还

兼任青岛赛维电子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现任本公司董事

平安信托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青岛赛维电子信息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上海龙宇燃油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7.02 无

王力

群

董事 男 61

2014.8~20

17.8

历任上海公交汽车司机、修理工、副厂长；

上海公交总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巴士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

公交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现

代轨道交通公司董事长。 上海磐石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磐石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永达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2011年 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上海磐石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湖南拓

维信息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上

海润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磐石投

资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华谊兄弟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上海交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中国永达

汽车服务控股有限

公司非执行董事

未在公

司领取

报酬

兼职单

位是公

司的发

起人股

东

金炯 董事 女 44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上海万国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实

业控股有限公司、新加坡祥峰（中国）投资

公司；现任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同时还兼

任上海纪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

源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美丽加

芬公司 （开曼群岛） 董事、Top�M argin�

Limi ted�董事、泰亿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华脉泰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

事；2011年 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纪源资本管理合伙

人、上海纪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上

海源星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美

丽加芬公司 （开曼

群岛） 董事、Top�

M argin�Limi ted�董

事、泰亿格电子 (上

海) 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华脉泰科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董事

未在公

司领取

报酬

兼职单

位是公

司的发

起人股

东

刘桢

独立

董事

女 41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现任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本公

司独立董事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合

伙人

7.02 无

刘斌

独立

董事

女 42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呼铁局机务段， 历任上海商学院

物流管理教研室主任、 连锁经营管理系副

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兼任上海商

业经济研究会商业储运研究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等职务

上海商学院管理学

院副院长

7.02 无

沈岳

青

独立

董事

男 65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上海五一电讯厂工作、 上海飞鹿

电器厂； 历任上海富士施乐有限公司国产

化部经理、 材料供应部总监等；2009 年至

今，任杭州友成塑料有限公司顾问

杭州友成塑料有限

公司顾问

5.85

2014年

2月入

职

徐国

祥

监事

会主

席

男 55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上海海运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现

任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主任、

统计与管理学院教授、 兼任中国统计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上

海统计学会副会长、 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

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专家

委员会委员、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上海大众交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中华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7.02 无

金淑

娟

监事 女 40

2014.8~20

17.8

曾任新通联有限财务经理， 现任本公司监

事、审计部经理

14.40 无

郁永

兵

监事 男 44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上海纸箱一厂、 强力蜂窝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新通联有限； 现任本公司监

事。

25.00 无

徐宏

菁

副总

经理、

董事

会秘

书

女 46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上海通联压缩机厂、 上海京达律

师事务所、新通联有限，现任本公司董事会

秘书、副总经理

24.00 无

程兆

良

副总

经理

男 37

2014.8~20

17.8

曾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521 工厂、上

海（闵行）爱生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历任

新通联有限品质管理部经理、采购部经理、

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18.00 无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000 万股， 其中， 曹文洁直接持有 4,703.40 万股， 占公司发行前股份的

78.39%， 同时曹文洁控股的文洁投资持有公司发行前股份的 5%， 曹文洁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合计

83.39%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曹文洁女士，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康家村 156 号， 身份证号：

31022319700210****。

九、财务会计信息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资产方）

单位：元

资 产 2014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2012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1, 217, 815.48 57, 552, 202.51 55, 187, 434.89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 207, 200.00 300, 000.00 202, 940.00

应收账款 115, 372, 558.98 97, 811, 703.69 81, 513, 772.39

预付款项 12, 108, 330.03 9, 440, 447.38 38, 030, 150.21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 467, 280.64 5, 390, 558.63 3, 454, 636.26

存货 78, 487, 207.96 62, 094, 806.86 27, 839, 430.27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 080, 134.24 1, 682, 376.20

流动资产合计 274, 940, 527.33 234, 272, 095.27 206, 228, 364.0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8, 066, 758.12 49, 444, 358.51 48, 378, 637.65

在建工程 73, 107, 161.27 13, 522, 756.47 803, 859.04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4, 849, 622.05 66, 426, 278.46 35, 526, 294.2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 188, 165.77 837, 805.70 2, 102, 668.83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8, 240.11 555, 843.03 415, 839.61

其他非流动资产 4, 457, 17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2, 257, 117.32 130, 787, 042.17 87, 227, 299.42

资产总计 467, 197, 644.65 365, 059, 137.44 293, 455, 663.44

合并资产负债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方）

单位：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14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2012年 12月 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3, 250, 000.00 44, 250, 000.00 44, 250, 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09, 494, 425.26 77, 909, 545.97 55, 666, 064.80

预收款项 600, 320.95 140, 462.86 66, 652.36

应付职工薪酬 2, 365, 000.03 3, 059, 739.67 2, 067, 495.99

应交税费 3, 228, 632.87 4, 497, 195.46 7, 250, 507.89

应付利息 146, 070.83 83, 923.12 85, 316.45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08, 090.32 1, 220, 112.59 365, 353.57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89, 692, 540.26 131, 160, 979.67 109, 751, 391.0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 946, 705.49 6, 648, 354.43 8, 242, 401.1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 946, 705.49 6, 648, 354.43 8, 242, 401.10

负债合计 194, 639, 245.75 137, 809, 334.10 117, 993, 792.1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0, 000, 000.00 60, 000, 000.00 60, 000, 000.00

资本公积 21, 215, 083.88 21, 215, 083.88 21, 215, 083.88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3, 491, 464.17 10, 020, 221.35 5, 764, 091.57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77, 851, 850.85 136, 014, 498.11 88, 482, 695.83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72, 558, 398.90 227, 249, 803.34 175, 461, 871.28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2, 558, 398.90 227, 249, 803.34 175, 461, 871.2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67, 197, 644.65 365, 059, 137.44 293, 455, 663.44

（上接A41版）

（下转A4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