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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

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1.4 公司负责人吴立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红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葛

春林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民丰特纸 

股票代码 600235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名欢 韩钧 

联系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甪里街 70 号民丰

特纸董事会办公室 

浙江省嘉兴市甪里街 70 号民丰

特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573-82812992 0573-82812992 
传真 0573-82812992 0573-82812992 

电子信箱 dsh@mfspchina.com dsh@mfspchina.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 1,400,542,941.59 1,371,898,072.97 2.09 1,170,343,6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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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13,279,360.81 84,872,247.78 -84.35 148,545,760.80
利润总额 16,511,031.82 83,759,251.58 -80.29 139,950,03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503,479.78 70,318,756.40 -89.33 106,619,42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71,619.06 67,725,456.86 -95.46 110,367,928.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5,110,035.20 196,015,827.87 -133.22 220,408,836.20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 2,256,970,111.89 1,962,737,570.42 14.99 2,031,562,792.73
负债总额 1,222,009,226.47 920,959,453.58 32.69 1,060,193,80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89,022,163.37 1,014,958,683.59 -2.56 944,035,079.73

总股本 263,400,000.00 263,400,000.00 0 263,400,0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7 -88.89 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7 -88.89 0.4 
用 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7 -88.89 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36 -97.22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7.18 减少 6.43 个百分点 11.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31 6.91 减少 6.60 个百分点 12.2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25 0.74 -133.78 0.84 

 
2011 年

末 

2010 年

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09 年

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3.75 3.85 -2.60 3.58 

资产负债率（%） 54.14 46.92 增加 7.22 个百分点 52.19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9,608.49 3,291,333.66 -546,829.0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812,590.7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 2,334,800.00 4,280,793.60 1,8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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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

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056,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

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8,618.04 97,252.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589,130.10 -3,919,572.85 -4,352,997.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509.21 11,996.21 
所得税影响额 -1,499,395.90 -1,168,503.56 -739,774.50

合计 4,431,860.72 2,593,299.54 -3,748,501.42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22,422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

末股东总数 
22,435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0.26 132,388,707 0 质押 11,000,0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长城富利

07-1 证券集合信托 

未知 2.315 6,097,693 0 无  

奎屯恒祥商贸有限公

司 
未知 1.91 5,026,301 0 无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金狮 120 号

资金信托合同 

未知 1.61 4,232,878 0 无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新股信

贷资产 A15 
未知 1.292 3,402,433 0 无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招行新
未知 1.226 3,228,567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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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14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信集抗震 
未知 1.128 2,970,422 0 无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新股信

贷资产 A16 
未知 1.127 2,967,701 0 无  

奎屯丰泽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84 2,213,695 0 无  

沙银冲 
境内自然

人 
0.5 1,316,164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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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132,388,707 人民币普通股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

城富利 07-1 证券集合信托 
6,097,693 人民币普通股  

奎屯恒祥商贸有限公司 5,026,301 人民币普通股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金

狮 120 号资金信托合同 
4,232,87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新股信贷资产 A15 
3,402,43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招行新股 14 
3,228,567 人民币普通股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信集抗震 2,970,42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新股信贷资产 A16 
2,967,701 人民币普通股  

奎屯丰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213,695 人民币普通股  
沙银冲 1,316,164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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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1 年，肇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在爆发近两年之后已经演变为一场席卷欧洲的主权债

务危机。随着欧元大幅贬值、欧盟大面积紧缩财政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欧洲经济、政治等

领域遭受到剧烈震荡。由此引发的全球股市普遍下跌同时又为正在挣扎复苏的世界经济笼罩

了新的阴影，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 
    2011 年是民丰"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履新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

公司发展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在外部经营环境方面：公司主要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严重压

缩了盈利空间，全国性的工资标准普遍提高致使公司人工成本大幅增加、同行业产能的无序

扩张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宏观经济调控不断趋紧导致市场需求受到压制；公司内部：新

8 号机尚处于试生产阶段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投资企业效益不佳导致投资收益大

幅减少。面对上述非常严峻的内外经营环境，公司在董事会正确决策、经营班子强有力的执

行和全体员工的辛勤努力下，在 2011 年里，仍然取得了应有的业绩，18 号机产品和描图纸

产量创历史新高。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40054.29 万元，同比增长 2.09%；利润总额 1651.1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0.35 万元，资产负债率从年初的 46.92%上升至 54.14%。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89.33%，主要原因是：（1）主要原辅

材料大幅上涨，因木浆价格上涨，导致减利 3400 万元，因煤炭价格上涨导致减利 900 万元；

（2）用工成本明显上升，因员工工资标准提高，导致减利 800 万元；（3）投资收益同比下

降 1700 万元，主要为上海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浙江民丰罗伯特纸业有限公司投资收益

减少。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成果及分析 

本报告期内，公司以特种纸生产、销售、研发及其相关的主要经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着重开展了以下工作：    
① 引领市场需求，保证产品正常销售。 卷烟纸方面，立足长远市场发展，配合烟草发

展战略要求，在品牌替代、新品配套方面寻求突破；描图纸方面，完善销售渠道及网络，增

强对终端市场的掌控，继续加大自主品牌的推销力度，"船"描图纸销量创造历史新高，实现

销量 2300 余吨；涂布类纸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优化产品结构，适时调整销售价格，巩固和

扩大涂布类纸的市场，加强与核心客户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② 合理安排生产，重点机台又创新高。公司主要机台 18 号机克服生产过程中诸多难题，

全年纸机平均车速稳中有升，做好生产中预防性工作，减少纸机停机检修时间，增加门幅利

用率等措施；民丰山打士则通过加强对各纸机工况检测，明确负责分工，提高异常情况处置

速度，优化产品生产结构，降低生产过程损耗。2011 年，六分厂 18 号机实现产量 13392 吨、

民丰山打士实现产量 7543 吨，均创历史 高水平。 
    ③ 规范安全生产，创建首家安标企业。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是公司年度重点工作之

一。在省市两级领导与专家指导下，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和《造纸企业安

全生产基本要求》，公司成立工作小组，从基础工作入手，制订整改计划，通过整改，提高

生产现场安全管理水平。在公司全体员工的齐心合力之下，顺利通过评审，达到了国家安全

标准化二级标准，成为浙江省造纸行业首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 
     ④ 重视社会效益，节能减排再创佳绩。2011 年，公司再次被列为废水和烟气排放 "国
家重点监管企业"。公司加强员工环保意识培训，积极做好达标排放自查工作，同时，积极

配合上级环保部门的不定期抽查，全年实现无环境事故、无违规处罚、无安全事故的目标。

公司先后荣获中国造纸工业环境友好企业、嘉兴市环境信用等级"绿色企业"、嘉兴市创建"
全国节水型城市"先进集体称号；公司锅炉技改、废水处理回用项目获全国造纸行业节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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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优秀成果奖。 
⑤ 加大技术投入，产品研发再上台阶。2011 年公司按照创建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标准要求，继续加强科技研发中心软硬件建设，优化试验（检测）设备，科技

研发装备水平逐步提高。加强与各中烟公司的技术交流，提高产品的适应性和特色性，多批

次样品已转入批量生产；特别是在"高端中华"卷烟纸上取得重大突破，为民丰在其它中烟公

司的高端品牌国产化替代和新品开发中增加宣传的资本和提升公司形象。一年来共申报 2
个科技项目；申报 4 项发明专利，国家专利局均已受理；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1 项；既保护了

民丰的知识产权，又有力地提升了民丰技术中心的形象和地位。 
（2）报告期财务数据对比情况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应收票据         9,699.68         7,072.15         2,627.53         37.15 
  预付款项         6,483.22         2,643.49         3,839.73        145.25 
  其他应收款           507.95           242.22           265.73        109.70 
  存货        49,415.77        20,969.92        28,445.85        135.65 
  在建工程         4,812.73           589.30         4,223.43        716.68 
  短期借款        64,311.63        39,937.02        24,374.61  61.03 
  应付票据         2,988.61         6,794.89        -3,806.28  -56.02 
  应付账款        12,703.55         8,605.03         4,098.52  47.63 
  应交税费         1,334.13         2,727.13        -1,393.00  -51.08 
  其他应付款        12,387.60         3,242.78         9,144.82  282.01 
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以票据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期末由于 17 号纸机技改预付设备款较多所致。 
其他应收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投标保证金及 17 号机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增子公司湖州天瑞置业有限公司期末开发成本 22,105 万元及

期末公司原材料木浆备货较多所致。 
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系 8 号纸机和 17 号纸机改造相应工程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 8 号机、17 号机改造和子公司购地占用了较多的货币资金，导

致经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减少的主要原因系以票据结算的应付货款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期末原材料燃煤及木浆备货较多，相应的应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缴税费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期末原材料燃煤及木浆备货多，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增子公司湖州天瑞置业有限公司原股东垫付的购地款

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资产减值损失           230.67           581.89          -351.22        -60.36 
投资收益          -194.94         1,509.90        -1,704.84       -112.91 
营业外支出           170.40           586.78          -416.38        -70.96 
所得税费用           737.08         1,055.87          -318.79        -30.19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系上期支付钱江水利违约金 420 万元所致。 
所得税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利润总额减少相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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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1.00       19,601.58       -26,112.59      -133.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71.99        -4,046.78        -6,125.21       151.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82.84       -19,483.82       35,166.66      -180.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增子公司湖州天瑞置业有限公司购

置土地开发成本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取得银行借款收到的货币资金增加所

致。 
（3） 公司控股及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控股公司 

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 1,050 万美元 75％ 生产和经营描图纸及其系列产品 

浙江民丰波特贝纸业有限公司 20941 万元 100% 生产经营高档卷烟系列用纸 

嘉兴市丰莱桑达贝纸业有限公司 100 万元 100% 纸制品加工和销售 

湖州天瑞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80% 房地产开发经营 

参股公司 

浙江民丰罗伯特纸业有限公司 1210 万美元 39% 生产卷烟纸系列及其相关纸种 

上海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600 万元 25.86% 房地产投资、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等 

浙江维奥拉塑料有限公司 122 万美元 20%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编织品、木塑制品等

浙江本科特水松纸有限公司 890 万美元 5% 生产和经营水松纸及其系列产品 

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

公司 

20000 万元 5%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及项

目的创业投资等。  

浙江辰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5%
化工、塑料原料开发，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贸易。 

 
说明： 
①浙江民丰罗伯特纸业有限公司：报告期本公司投资收益-482.52 万元，占本公司净利润比

重为-64.31%。  
②上海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报告期本公司投资收益-647.24 万元，占本公司净利润比重

为-86.26%。  
③浙江维奥拉塑料有限公司：本公司报告期投资收益为 13.36 万元，占本公司净利润比重为

1.78%。 
④以上公司中，湖州天瑞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湖州市织里镇，上海天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在上海市； 

⑤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公司注册地在杭州市，其余公司注册地均为本公司注册地

浙江省嘉兴市。 
 
（4）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 45150.29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47.09%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合计 31335.08 占公司销售总额比例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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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分析和展望 
    2012 年，是公司推进实施"百年民丰复兴"长远发展战略的起步之年，公司将以"转变、

效益、发展"为指导，通过增强技术推力与市场拉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生产经营与

项目建设并驾齐驱，保持行业龙头地位；资本运行与寻找“亮点”稳步推进，确保企业可持

续发展。 
    企业面临的挑战： 
   （1）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作为地处城市中心的造纸企业，公司不仅要面对所有造

纸企业都面临的造纸资源供应日趋紧张的严峻局面，同时由于地处城市中心，随着地方政府

与民众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与其他同类造纸企业相比，民丰特定的位置也决定了其所面对

的环保压力更大，环保投入更多；公司发展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 
   （2） 行业整合力度日趋剧烈。造纸行业随着需求端总量增速的减缓，大规模产能扩建

期已经过去，随之而来将会是剧烈的产业整合，尤其是烟草行业的品牌整合、品质提升已明

显加速，造纸产业资本密集型以及规模经济的特点日趋明显，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不断提高，

在市场总量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将进入白热化状态。 
   （3） 用工成本增加已成定局。为响应国家创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近年来， 低工

资标准以及退休工人工资逐年不断提高。人力资源部已经明确，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再

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幅度为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10%左右。这势必

将促使企业再次提高员工工资，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和压缩公司利润空间。但是公

司在 2012 年将通过对涉房业务的剥离，能收回数额较大的资金，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财

务费用支出。并且，公司作为一家在中国特种纸行业浸淫了近 90 年的老牌特纸生产企业，

已经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品牌优势和技术能力，且民丰现有主导产品之市场占有率均在

国内保持领先或优势地位，所有这些，都是民丰后续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是民丰面对困难、

迎接挑战的法宝。2012 年，公司将继续加强生产经营过程控制，积极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充分发挥品牌优势，不断加大市场拓展和售后服务力度，进一步巩固和

夯实中国特种纸行业的龙头地位。  
    
3、2012 年生产经营计划 
    2012 年将是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履新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公司全体员工将紧紧围绕董

事会所提出的"百年民丰复兴"的长远发展战略，解放思想促变革、转型升级求效益、团结和

谐谋发展；对内狠抓基础管理、提升自身体质；对外合纵连横、实现供需双赢。2012 年预

计机制纸及加工纸产量 152500 吨（含自用）；销售收入 140000 万元。以上经营计划非盈利

预测。 
    
4、2012 年经营要点 
   （1）推进民丰百年复兴战略，奠定"百年百亿"坚实基础。按照民丰百年复兴的战略思路，

围绕实现"百年百亿"的发展目标，认真谋划民丰百年复兴基本思路、战略定位、发展方向，

分解"百年百亿"发展目标和细化分期奋斗目标，科学论证和务实制定实施路径，通过精心编

制民丰百年复兴战略推进规划，为"百年百亿"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确保非公增发成功实施。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局发布的《造

纸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鼓励已上市造纸企业充分利用增发股票等再融资形式筹集资

金。公司董事会积极响应规划要求，已经于 2012 年 1 月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1,466 万元；公司将全力以赴，努力确保此次非公增发的成功实施，

并 终达到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主业竞争优势，巩固和提升行业领先地位的目的。 
   （3）加快 17 号机项目建设，早日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 17 号机格拉辛纸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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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经于 2011 年开工建设，目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公司将通过统筹安排、精心实施，

在确保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努力促进项目早出成果。17 号机格拉辛纸技术改造项目的早日

达产，将会在公司里形成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公司在将来的发展中再添新的动力。 
   （4）推进技术改进和过程控制，实现节能降耗减排再上台阶。公司在 2012 年里，将进

一步强化内部管理，着力推进技术改进，强化技术研发中心地位，努力提高产品研发能力，

深化质量改进和提升，严格执行过程控制，在实现节能降耗减排再上台阶的同时，努力提升

自身应对市场竞争的综合素质。公司计划 2012 年实现技术改进措施不少于 5 项，年内能源

消耗同比下降 5%，完成重点产品国际专利申报。 
   （5）实施全球化营销策略，着力通过菲莫公司资质认证。在巩固和完善国内市场的同时，

正在积极做好"睁眼看世界"的准备；努力促使外销业务由点到面、由线到网得以拓宽和延伸，

为公司产品近期及长远发展寻求出口补充。计划在 2012 年里顺利通过菲莫公司供应商资质

论证的现场审核，争取尽早与菲莫公司开展正式合作。 
   （6）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营造良好软环境。企业文化是打造民丰百年复兴至关重要的软

环境。2012 年要大力推进民丰的企业文化建设，在传承和创新民丰企业文化的同时，进一

步丰富民丰企业文化内涵,积极倡导业绩文化、沟通文化、执行力文化，与时俱进地建设与

民丰百年复兴战略相适应的企业文化，重塑民丰发展之魂，营造良好的战略实施软环境，为

实现"百年百亿"发展目标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7）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升企业良好形象。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管理工作，

及时、公平的披露信息，并确保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将以 2012 年非公增发

为契机，着力建立公司与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以及专业媒体之间的互信沟通关系，进一步

提升公司在投资者、媒体、监管部门间的良好形象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造纸业 1,288,068,933.91 1,087,770,420.57 15.55 2.71 8.37 
减少 4.40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卷烟纸 537,391,005.48 421,212,149.27 21.62 5.03 10.63 
减少 3.97
个百分点

工 业 配 套

用纸 
541,670,870.87 492,879,548.09 9.01 1.61 7.03 

减少 4.61
个百分点

描图纸 143,205,095.16 112,790,467.85 21.24 4.39 8.67 
减少 3.10
个百分点

电容器纸 13,168,225.48 11,672,536.94 11.36 -14.71 -4.08 
减少 9.82
个百分点

其他 52,633,736.92 49,215,718.42 6.49 -7.07 5.71 
减少 11.3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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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财务报告 

6.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6.2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6.3 与 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1) 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与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签订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合同》，本公司以 710 万元受让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嘉兴市丰莱桑达贝纸业有限公

司 100%股权。由于本公司和嘉兴市丰莱桑达贝纸业有限公司同受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终控制且该项控制非暂时的，故该项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6 日支付股权转让款 710 万元，并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接手续，故自 2011 年 1 月起将其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相应调整了合并财务报表的比较数据。 
(2) 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与自然人邱小根、沈泽鑫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签订的关于《湖州天瑞置业有

限公司之合作协议》，本公司以 8,000 万元货币资金对湖州天瑞置业有限公司单方增资。原

股东邱小根、沈泽鑫放弃优先认股权，增资后本公司持有湖州天瑞置业有限公司 80%股权。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支付增资款 8,000 万元，并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接手续，故

自 2011 年 6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