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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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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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股本 176,7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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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元股份 股票代码 0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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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晶晶 罗泽武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 128号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 128号

传真 0769-89151002 0769-89151002

电话 0769-89152877 0769-89152877

电子信箱 zqb@gdtengen.com zqb@gdteng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快递电商包装印刷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专注于快递电商包装印刷产

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经形成了涵盖包装方案优化、

工艺设计、生产制作、分区配送在内的业务体系，为快递物流和电子商务行业客户提供全流

程服务。公司作为该领域国内极少数具备全品类综合服务能力的企业之一，业务范围已覆盖

全国主要地区，海外市场销售也逐年增长。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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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有电子标签、塑胶包装、快递封套、缓冲包装等产品，主要服务于快递物流和

电子商务领域的客户，帮助客户降低运输成本和时间，防止承运物品的延误、损毁或丢失，

有效提升客户的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

产品名称 产品图片 产品简介

电子标签系列

快递电子面单

物流标签

（1）主要包括快递电子面单、条码标签、物流

仓储标签、防伪标签等。

（2）用于记录快件原始收寄信息及服务约定，

也作为相关凭证使用。

（3）将原始信息按一定格式存储在数据库中，

通过打印设备将原始信息输出至热敏纸等载

体，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

塑胶包装系列

大客户定制快递袋

（1）主要包括快递袋、背胶袋等产品。

（2）用于装纳快递物品、单据、发票等。

（3）公司推行使用优质全新料生产塑胶产品，

杜绝使用有毒、有害次生料，部分塑胶产品可

多次使用。

（4）公司可生产连卷袋系列等特殊工艺快递

袋，带条号码、带易撕带、带骨条等特殊工艺

背胶袋产品，充分满足客户不同需求。

（5）根据客户需求，可在塑胶包装表面印制指

定信息，分为标准型产品与个性化定制型两类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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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胶袋

二次使用快递袋

快递封套系列

大客户定制文件封

（1）主要包括快递文件封、便利封、商务封套

等。

（2）用于装纳文件、合同、发票等资料。

（3）可生产带自粘条、3D立体盒式、开窗式等

众多品类快递封套。

（4）可生产带特殊工艺、保密功能的货币型文

件封。

（5）可在各类纸质彩印产品表面喷印可变条码

或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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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使用文件封

食品包装系列

餐盒

透明水果盒

（1）主要包括餐盒、水果盒、奶茶杯等。

（2）用于餐饮、生鲜等行业。

（3）公司可生产注塑、吸塑、牛皮纸等餐盒与

饮料杯产品。

（4）公司推行使用优质食品级全新料，杜绝使

用有毒、有害次生料。

（5）分为标准型产品与定制型产品两类，面向

不同市场客户。

缓冲包装系列 （1）主要为气泡袋、气柱袋等产品。

（2）用于文件、证件、服装、易碎品、电子产

品等贵重物品的运输包装使用。

（3）产品体轻，内附减震气泡膜，抗冲击性能

强，缓冲、防震、防潮、抗撕扯。

（4）可生产带附袋、二次使用、预印信息、开

窗式、易撕带等特殊工艺产品，方便客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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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户定制气泡袋

镀铝膜气泡袋

气柱袋

可降解包装系列

可降解系列

瓦楞纸文件封、蜂窝纸气泡袋等

（1）公司可生产全生物降解的产品，包含快递

袋、背心袋、餐盒、气泡袋、封箱胶等。

（2）公司生产的全生物降解产品利用完后，埋

入地下180天后可完全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对

环境零污染。

（3）分为标准型产品与定制型产品两类，面向

不同市场客户。

（4）新增瓦楞纸文件封、蜂窝纸气泡袋等绿色

包装产品，以纸代塑，纯降解包装。（5）蜂窝

纸气泡袋：100%纤维原生纸质气泡袋，能承受

高强度的拉力，具备不易断且能充分延展的特

色。这种材质构成的蜂巢纸，缓冲能力能提升

40-50%，能有效降低产品在快递运输中破损，

是化妆品、药品、陶瓷等易碎商品首选的缓冲

包装材料。

（6）瓦楞纸文件封：具有优良的减震减压、防

潮保温作用，纯降解包装、可循环利用，可替

代传统气泡袋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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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耗材系列

连卷袋、收银纸等

（1）主要包括连卷袋、收银纸、购物袋等。

（2）用于商超、水果店等行业。

（3）根据客户需求，可在包装表面印制指

定信息，分为标准型产品与个性化定制型

两类产品。

3、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包装印刷品具有数量较大、单价较低、品种繁多、个性化程度高等特点。公司各产品事

业部与子公司生产基地根据业务部门已签订的合同、获取的订单、样品以及库存情况制定生

产计划进行批量生产。公司设立质量中心，对产品进行严格把关，以满足客户质量要求。质

量中心对公司的日常生产进行不定时抽检。每批次产品出厂时，质量中心对该批次产品进行

二次抽检，保证产品合格率。

（2）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主要包括原材料及辅料、工程服务、机器设备和公共用品等，由供应链管理

中心对采购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公司采购过程实行严格的供应商管理、招投标管理、询比价

管理、合同管理和质量管理等。

（3）销售模式

公司设立了营销中心，统一负责公司营销策略和市场开拓等，根据市场情况以及不同客

户需求，建立了相应的营销团队。并通过阿里巴巴、天猫商城、京东商城等行业垂直电商平

台，以及自建天元商城开展线上销售。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的电商贸易，通过

搭建亚马逊等主流跨境电商平台，以接触更多的海外终端客户。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包装印刷

物料采购及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包装方案优化、工艺设定、生产制作、分区配送及其他

个性化服务，让客户更方便快捷地以较低成本完成“一站式”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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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1,857,455,200.39 1,583,561,564.32 17.30% 992,284,3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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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0,411,146.80 1,222,224,559.52 -0.15% 744,976,276.3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1,288,836,109.76 1,015,338,703.36 26.94% 1,003,916,23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34,777.82 58,874,930.55 -55.95% 82,689,97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47,326.48 50,009,364.57 -91.71% 80,655,40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227,205.27 16,767,324.73 -351.84% 78,249,874.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41 -63.41% 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41 -63.41% 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 6.93% -4.80%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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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429,290.54 310,449,932.44 314,255,168.27 391,701,71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38,714.42 8,738,868.22 687,691.64 2,869,50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04,324.44 2,531,457.42 -5,200,235.22 -1,388,22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05,153.35 -1,864,091.15 36,611,559.37 -33,969,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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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3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0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孝伟 境内自然人 33.10% 58,503,000 58,503,000

罗素玲 境内自然人 7.09% 12,537,500 12,537,500

罗耀东 境内自然人 4.24% 7,500,000 7,500,000 质押 1,019,000

东莞市天祺股

权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自然人 2.83% 5,000,000 5,000,000

东莞中科中广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自然人 1.75% 3,100,000

湛江中广创业 境内自然人 1.64% 2,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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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德邦基业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自然人 1.57% 2,771,000

何祖兵 境内自然人 1.41% 2,500,000 2,500,00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1.32% 2,332,512

宁波恒建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自然人 1.30% 2,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周孝伟和罗素玲为夫妻关系，股东罗素玲和罗耀东为姐弟关系，股东周孝伟

持有东莞市天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73.50%股权；东莞中科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湛

江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基金管理人均为广东中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前述情况

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股东李欣共持有 2,332,512股，以上股份全部通过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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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除已披露外，公司无其他重大事项。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