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235                                              公司简称：民丰特纸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民丰特纸 600235 G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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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3-82812992 0573-82812992 

传真 0573-82812992 0573-8281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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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448,937,095.82 2,577,177,778.82 -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49,737,293.46 1,247,631,874.65 0.1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571,124.31 25,969,425.77 167.90 

营业收入 746,146,153.03 690,825,478.73 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05,418.81 -12,277,541.46 11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6,406.91 -13,119,052.43 10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17 -0.88 增加1.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6 -0.035 11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6 -0.035 117.14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2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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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4.3 120,500,000 0 无 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

股有限公司 

未知 2.39 8,400,000 0 无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浦江之星 177号集

合资金信托 

未知 2.3 8,090,411 0 无 0 

融通资本财富－光大银行

－融通资本聚利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1.12 3,938,024 0 无 0 

夏琼 境内自

然人 

1.06 3,715,809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2 3,249,248 0 无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浦江之星 165号集

合资金信托 

未知 0.76 2,662,900 0 无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证券睿翔 1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未知 0.73 2,560,000 0 无 0 

李心 境内自

然人 

0.69 2,434,800 0 无 0 

杭州新安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未知 0.68 2,404,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有限售条件股东间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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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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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

份增减变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

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造纸行业整体产能依然过剩，国内消费疲弱，出口增速回落，环保约束持续加大，

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提高。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公司紧紧围绕“依靠广大员工、弘扬优良传统、

着力创新共赢，重振民丰雄风”的指导方针，认真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公司主要技经指标较

去年同期有所提高。 

公司在董事会领导及经营班子的努力下，共实现营业收入 746,146,153.03 元，同比增加 8.01%，

营业利润 5,286,854.74 元，同比增加 141.0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05,418.81 元，同

比增加 117.14%。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46,146,153.03 690,825,478.73 8.01 

营业成本 613,014,044.16 581,735,081.53 5.38 

销售费用 27,234,407.22 24,294,279.10 12.10 

管理费用 68,974,839.75 71,182,169.10 -3.10 

财务费用 28,571,804.58 22,240,778.09 2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571,124.31 25,969,425.77 167.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0,221.62 -51,759,990.36 108.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256,289.63 131,400,068.95 -180.86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纸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销量增加相应结转的成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销量增加导致相应的国内运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行政性开支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利息支出及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减少以及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系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减少以及偿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公司利润构成以特种纸产业为主，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无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经营计划进展顺利，实现产销量、营业收入、净利润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4) 其他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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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749,094.72 510,622,956.28 20.31 1.46 -3.08 增加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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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02,976.41 159,393,432.41 35.70 -8.94 -15.53 增加 5.02 

个百分点 

工业配套

纸 

348,731,474.29 311,678,845.83 10.62 11.93 4.50 增加 6.35   

个百分点 

描图纸 25,661,501.46 24,947,658.85 2.78 2.51 17.21 减少



12.19   

个百分点 

电容器纸 5,029,949.98 4,239,363.33 15.72 -17.38 -21.10 增加 3.97   

个百分点 

其他 13,423,192.58 10,363,655.86 22.79 -19.08 -21.81 增加 2.69   

个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销售 614,087,587.65 -0.18 

出口销售 26,661,507.07 63.53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无重大变化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被投资单位情况： 

   被投资单位 主要经营业

务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浙江民丰罗伯特纸业有限公司 纸制品 39 生产卷烟纸系列及其相关纸种 

浙江维奥拉塑料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 20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编织品、

木塑制品等 

上海先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功能性材料 42 
生物质材料、高性能膜材料及

纳米材料的研发、销售等 

 

(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投资类

型 

资金

来源 
签约方 投资份额 

投资期

限 

产品类

型 

预计收

益 

投资盈

亏 

是否涉

诉 

保本无

风险型 

自有

资金 

交通银行

嘉兴分行 

46000000.00 无固定

期限 

生息 365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的说明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嘉兴市丰莱桑达贝纸业有限公司和民丰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 3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