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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9                               证券简称：环球印务                           公告编号：2022-018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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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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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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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印务 股票代码 00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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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蔚 屈颖君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一路 32 号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一路 32 号 

传真 029-88310756 029-88310756 

电话 029-68712188 029-68712188 

电子信箱 security@globalprinting.cn security@globalprinting.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医药包装业务 

公司作为专业的医药包装方案解决供应商，主要从事医药包装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并为客户提
供平面设计、结构设计、仓储管理、物流配送等一体化的包装解决方案。自成立以来环球印务始终致力于

医药包装领域深耕细作，不断完善医药包装产业链，在药品初级包装、次级包装、说明书等领域均大力拓

展，形成整体医药包装营销模式，使制药企业在环球印务享受一站式服务，帮助客户优化供应链管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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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利于公司产业链的延伸。  

公司秉承“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福利，为股东创造回报”的企业宗旨，坚持以提供绿色的、

友善的包装产品及服务为己任，突破以往印刷企业的传统纯加工以及技术运用模式，紧跟国内外政策趋势，

在药品初级、次级包装、说明书技术领域不断探索，不断推出适应最先进的自动高速生产线的各种药品包
装产品，以及应用于防伪、防混淆、可追溯等功能的多项技术，尤其在药品包装的溯源保证上具备强大的

技术支持，使得药品包装所承载的越来越多的功能和附加价值得以保证。 

公司依靠医药包装所形成的规模效应、技术储备及品牌影响力等多个竞争优势，不断夯实公司医药包
装的核心竞争力，始终占据着国内医药折叠纸盒包装领域及药用铝管包装领域的领先地位, 并持续向其他

医药包装高附加值产业链领域拓展。2021年《印刷经理人》正式发布“2021中国印刷包装企业100强排行

榜”中，公司排名第20名。 

公司作为国内医药包装龙头企业，在医药包装领域始终占据领先地位。在医药折叠纸盒等次级包装领

域，公司与国内知名的制药企业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如拜耳医药，强生，诺华制药，赛诺菲，武田药
品等世界500强的在华药企业及中生集团、齐鲁制药、恒瑞医疗等国内知名药企均与公司有长期而稳定的

合作，公司的业务除覆盖至全国大部分地区外，还延伸至香港、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区。在中高端铝管等药

品初级包装领域，合作的客户均为外资及国内大中型知名药企，包括西安杨森、中美史克、诺华制药、拜
耳医药、华润三九、兴齐眼药等，未来，公司在药品包装领域仍将保持稳定的增长。 

（2）消费品包装业务 

公司着力开发快消品、大健康、精细化工、医美化妆品、电子产品等高端精品包装及相关包装材料产

品的研发、生产及服务。主要产品为精品包装纸盒、纸箱和铝管，市场定位为中高端消费品初级包装和次

级包装，合作的客户均为国内外知名企业，例如国际化妆品巨头欧莱雅、国内医美龙头贝泰妮、世界电子
行业知名企业三星电子，还有各行业领军企业如伊利、杨森、中粮可乐、中兴等均是公司消费品业务的重

要客户。 

（3）互联网数字营销业务 

公司的互联网数字营销业务主要由子公司领凯科技负责运营，公司位于互联网数字营销产业链的中介
端，作为广告服务商，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素材与创意设计制作、广告运维、投放测试和效果分析等服

务。相较于传统的广告营销，公司所从事的互联网数字营销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体可检索、可计量的优势，

更加精准地定位受众，使得信息传播更为精确化，促进需求端的广告主与消费者之间进行更加紧密地交流，
力求实现广告主的广告投放效果最优化。 

公司秉持“技术+创意”的服务理念，以创策和资源驱动增长。近年来持续搭建技术对接建设应用，
以数据和技术驱动流量运营，助力提升营销效率，为客户提供精准营销定向推送服务。通过DMP数据包分

析与算法优化等手段。从数据采集与沉淀、数据分析与优化、数据处理与应用三个维度赋能标签体系和投

放效率，展现更全面的需求信息，同时锁定价值数据用于分析判断，帮助客户与消费者建立效果直达的沟

通及互动途径，实现直接经营顾客效果。 

公司多年致力于互联网数字营销业务，积累了丰富的优质资源和案例经验，在业内获得了众多顶级媒

体和客户的认可，包括淘宝、支付宝、快手、搜狐、优酷、百度地图、美团、阿里游戏等。报告期内，公
司荣获巨量引擎共擎奖、快手新锐合作伙伴（KA效果）奖、爱奇艺素材创意奖、金投赏商业创意奖，凭借

多年累积的行业经验和全面的服务能力，在行业内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和极高的品牌知名度，得到客户

的普遍认可。公司在大数据和新技术的赋能下，持续打造自身产品和运营能力的升级迭代，在继续集中优
势资源发展头部客户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更多更优质客户，深挖线上文娱、在线办公等存在增长潜质的新

型客户，不断探索互联网数字营销业务与制药、消费品客户的市场推广的契合点，以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模

式。 

（4）供应链管理业务 

公司的供应链管理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北京金印联负责运营。公司专注为印刷包装企业提供专业供应链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解决方案，主营产品为印刷包装企业需要的各类环保材料及器材，主要经营模式为：“采购管家+供应链服

务”为主体的一站式方案解决中心，为超过上千家印刷包装企业提供稳定的印刷包装供应链服务，其中以
金印联为主导根据“C2M”反向产品定制为导向的“BOOKSAFE”安全图书印制体系和“PACKSAFE”食品安

全印刷包装产品供应链保障服务体系已经稳步推向市场并被肯定。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了北京市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认定、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北京印刷学院大学科技园“领先之星”等称号。 

报告期内，公司合作客户涉及出版商务、药盒包装、食品包装、标签、烟包、日化、消费电子、制卡

玩具等，且分别与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往来，为将来进一步发展和扩容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区块链溯源技术研发 

公司响应国家自主创新精神的倡导，针对药品、生物制品以及消费品溯源领域需求，积极探索，进行
研究，建成了溯源管理系统，实现了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溯源管理，并可对使用者实施患者教育等衍生功

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公司研发的溯源系统主要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驱动，集成利用了现代5G通讯技
术、芯片技术、物联网技术，以产品智能包装为载体，实现了包装技术与科技技术的完美融合，使包装和

科技的相互赋能，赋予包装更多的功能，为品牌创造新的价值，增加客户粘性。  

公司目前还在更深入开发新一代成本更低的硬件系统，和更加便捷的移动终端管理平台，提高集成水

平，并同时高度关注相关国家法规政策，以期产品早日转化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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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7,617,535.07 1,499,501,682.56 9.21% 1,378,211,42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8,397,541.67 669,611,645.99 13.26% 604,817,969.1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936,304,792.98 1,875,342,223.97 56.57% 1,247,341,57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357,144.47 101,292,165.29 5.00% 66,562,44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110,443.62 92,619,871.93 -3.79% 63,052,14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613,585.10 -44,471,117.72 364.47% 139,913,38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0 5.00%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0 5.00%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9% 15.63% -0.74%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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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970,746.02 948,160,022.05 682,788,022.13 628,386,00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36,045.48 47,782,895.12 23,730,390.74 4,807,81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81,142.63 45,388,817.77 20,881,278.03 -3,140,7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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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31,812.25 53,698,045.41 45,177,870.64 71,469,4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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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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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25% 116,550,000    

香港原石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15% 40,704,440    

比特（香港）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28% 3,220,064    

深圳市盛冠达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盛冠达弘盛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 2,635,600    

吴从文 境内自然人 0.59% 1,486,912    

徐天平 境内自然人 0.37% 937,972    

连思慧 境内自然人 0.37% 937,100    

吴从柱 境内自然人 0.35% 893,444    

刘彬 境内自然人 0.32% 802,111    

冯玉霞 境内自然人 0.31% 79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获知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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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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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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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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陕西永鑫增资暨控制权变更事项 

为适应公司以医药包装为核心，集中优势资源拓展医药一级、二级包装领域的战略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0年12月对瓦楞纸箱业务进行调整，原控股子公司陕西永鑫实施增资，本次增资全部由陕西永鑫原股东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购。增资完成后，陕西永鑫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增加至2,857.14万元；
公司持有陕西永鑫的股权比例由70%下降至49%，对陕西永鑫不再具有控制地位。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股

权交割工作并于2021年1月起陕西永鑫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子公司增资暨控制权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2、股东比特投资减持事项 

公司股东比特（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2020年9月16日比特投资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

持2,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5%，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披露的《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比例达到1%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2020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29日，比特投资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累计减持1,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披露的《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计划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比特
（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数由5%以上降至以下，相应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权

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并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减持计划于2021年1月9

日提前终止，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3、设立西安凌峰环球印务事项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西安凌峰环球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基于战略整体布局及未来发展需要，计划建设
“十四五”扩产项目的重要载体，为保证该项目顺利实施，创造更有利的经营环境，因而设立全资子公司

承担该项目实施。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的业务发展，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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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好相关产业扶持政策，促进公司发展战略的落地实施，不断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助力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公司于2021年3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3），新公司已取得营业执照。 

4、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造工业园项目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协议，公司将在西咸新区空港
新城区域内，建设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造工业园项目，项目建设内容为初级医药包装生产中心、

次级医药包装生产中心、科技研发中心以及办公生活配套等。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披露的《关

于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2021年
5月，凌峰环球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陕西省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的“XXKG-BD04-46 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陕西省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该土地使用权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详情请见《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暨投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6）。2022年1月，凌峰环球取得了由陕西省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法的《不动产权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月27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暨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2）。目前，凌峰环球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签署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详
见公司2022年4月20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8）。 

5、股东香港原石减持 

公司股东香港原石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原石”）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0,8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6%。详情请见公司

于2020年10月9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2020
年11月13日至2021年1月19日，香港原石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8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的1%。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

计划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2021年4月30日，香港原石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终止，详情请见公
司于2021年5月6日披露的《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本次

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香港原石累计减持2,875,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974%。 

6、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经公司2021年5月18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为：以

总股本180,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27日。公司总股本由180,000,000股增至252,000,000股，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披露的《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7、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2021年6月8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向的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不超过68,040,000 股（含本数），不超过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的27%，最终发行数量上限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要求为准。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6月9日

披露的《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告编号：2021-041）。2021年

11月22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披露的《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2022年3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397 号），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4）。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已领取批文，将择机发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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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增资暨控制权变更的公告》 2021年01月04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002） 

《关于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2021年01月09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1-004）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21年03月08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1-012） 

《关于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签订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暨投资进展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暨投资的进展

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

公告》 

2021年03月29日 

2021年05月07日 
2022年01月27日 

2022年04月20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1-014、2021-036、

2022-002、2022-008） 

《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2021年05月06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1-035）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1年05月21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1-040）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
告》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的公告》 

2021年06月09日 
2021年09月11日 

2021年11月23日 

2022年03月03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1-073、2022-004）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李移岭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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