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3 

 

证券代码：600235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 2012-026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201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长吴立东先生提议，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2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书面方

式告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2年5月18日召开，以专人送达和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吴立东先生主持，

经过充分沟通、研究和讨论，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附件《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及《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1、会议时间：2012年 6 月 4日上午 9:30 

2、会议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浙江省嘉兴市甪里街 70号） 

（二）会议议题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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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出席对象 

1、凡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下午 3：00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参加会

议；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并参与表决。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报名登记办法、时间及地点 

1、凡符合上述要求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代表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

表人授权书（加盖法人印章）办理报名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按上述要求用信函、

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12年 6月 1日，上午 9时至 11时，下午 13时至 16时。 

3、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2、会期预计半天。 

联系电话：（0573）82812992    

传    真：（0573）82812992 

联 系 人：姚名欢  韩 钧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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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_____  __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2012年6月4日召开的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名称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委托人签章：_________ 

（如委托人是法人股东，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委托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户：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上述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2〕4465 号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特纸公司）董事

会编制的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民丰特纸公司增发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民丰特纸公司增发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

起上报。 

 

二、董事会的责任 

民丰特纸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民丰特纸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

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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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民丰特纸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规

定，如实反映了民丰特纸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黄元喜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赵丽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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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现根据贵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将本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3〕37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累计投标询价、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和

网上向原社会公众股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发售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1,560 万股，发行价每股人民币 16.00 元，共计募集资金 24,960.00 万

元，加上收取的网下申购利息 5.58 万元，扣上网发行费 46.86 万元、承销费 748.80 万元后

的募集资金为 24,169.92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3 年 7 月 1 日汇

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

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费用 484.16 万元及加上网上申购资金利息 8.95 万元后，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3,694.71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浙天会验〔2003〕71 号）。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1年 12月 31

日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市分行 1204060009021011516 23,694.71 0.00  

合  计  23,694.71 0.00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彩色打印纸项目系国家第 14 批国债专项资金重点技术改造项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经国家经贸委国经贸投资﹝2000﹞1220 号文批复。原项目预计总投资 53,853 万元，由于欧

元汇率上涨、钢材等主要建材大幅涨价，并为适应急剧发生的市场变化，对设备配置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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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调整，项目实际投入 62,434.18 万元，其中 23,694.71 万元以募集资金投入，其余部分

由公司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

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彩色打印纸项目”累计实现效益-679.61 万元，较原承诺有

较大的差距，主要原因如下： 

1.彩色打印纸项目从 1999 年启动可行性论证、2000 年由国家经贸委批复并列入国债专

项资金项目到 2005 年项目建成投产，时间跨度近 7 年。彩色打印纸作为飞速发展的 IT 产业

配套产品，可广泛用于数码照相机和彩色打印机等终端输出，“可行性报告”认为其市场前

景极为广阔。公司在项目建设的同时，一直对彩色打印纸市场进行跟踪。市场调研显示，原

主导产品彩色打印纸并没有随数码照相机和彩色打印机的高速增长而同步增长，这是由于技

术的发展和人们消费习惯使然，数码照片成像输出大多仍采用冲印而不是打印，喷墨或激光

打印机打印输出也大多是文本而不是图片，故造成彩色打印纸市场容量相当有限，市场销售

需求不旺，产能利用率低，产品成本维持较高水平。 

2.在彩色打印纸市场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秉承对股东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

适时在生产线调试中增设柔性化装置，增加配置超级压光机项目和再卷整饰项目，并进行生

产组织的整合，在加大市场调研力度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了产品结构，在继续生产彩色打印

纸的基础上，适当减少其份额，同时生产和销售有市场前景、适合生产线技术特征、具有良

好经济效益的格拉辛纸、湿强标签纸和镀铝原纸等特种纸新产品，努力扭转了该项目的经营

局势。 

 

四、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

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3,694.7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3,694.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3,694.71 

2003 年：10,498.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04 年：13,196.3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1 彩色打印纸项目 彩色打印纸项目[注] 23,694.71 23,694.71 23,694.71 23,694.71 23,694.71 23,694.71 100% 

[注]：彩色打印纸项目自 1999 年启动可行性报告论证至 2005 年项目建成投产，时间跨度近 7 年，由于市场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对

生产线装备和流程进行了柔性化再设计，并自筹资金 14,094.81 万元投资建设超级压光机项目和再卷整饰项目，使生产线在可以生产彩色打印

纸的情况下，还可生产格拉辛纸、湿强标签纸和镀铝原纸等特种纸产品，成为一条综合性生产线，亦使整体项目投资总额达到 76,528.99 万元。

第 5 页 共 6 页 



           

第 6 页 共 6 页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注 1] 

序号 项目名称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1 彩色打印纸项目 90.56%[注 2] 
投资利润

率 20.31%
4,732.94 1,045.67 -1,067.83 -679.61 未达到 

[注 1]：该项目 2005 年 7 月正式投产，2005 年 7-12 月、2006 年度、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及 2011 年度该项目生产产

品毛利分别为 178.09 万元、 2,403.26 万元、4,343.57 万元、6,117.52 万元、10,207.14 万元、6,486.87 万元和 4,548.41 万元。由于该

项目未单独核算，故以该项目产品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为系数分摊营业税金及附加和期间费用，该项目 2005 年 7-12 月、2006 年度、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及 2011 年度分别实现收益 -1,530.00 万元、 -2,971.01 万元、 -1,350.04 万元、 460.66 万元、

4,732.94 万元、1,045.67 万元和-1,067.83 万元。 

[注 2]：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实际产量÷设计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