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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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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7,164,562.81 元

（母公司），加上吸收合并子公司浙江民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未分配利润 10,795,476.93 元转入

母公司，加上前期公司未分配利润-16,158,046.01 元，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801,993.73元，公司因前期亏损较大, 累计可分配利润基数过小，且考虑到公司未来发展实际

需要，因此本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议案将提交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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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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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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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纸和纸制品（卷烟纸、格拉辛纸、涂布纸、热升华数码转印纸以及透明纸等）的

制造和销售；造纸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和技术服务；机械配件的制造、加工。 

经营模式：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围绕创造最佳效益这一核心目标开展企业各项经营活动；

公司一直秉承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经营模式，主要面向的客户包括全国各大中烟公司、各类标

签制造商和纸品经销商等。现拥有各类造纸（涂布）生产线 11 条，产品主要包括烟草系列用纸、

格拉辛系列用纸、涂布类用纸、热升华数码转印纸以及透明纸等数百种规格用纸。 

行业情况说明：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仍处在下行筑底阶段，但增速下行的幅度在收窄，缓中

趋稳、稳中向好的态势逐步显现。造纸行业 2016 年生产运行整体情况会基本保持平稳态势，产销

基本保持平衡；但大中小型企业的生产运行情况越来越分化，总体来说，大中型企业生产运行基

本正常、良好，部分中小型企业生产运行困难增多；纸及纸板生产和市场销售不温不火，多数产

品市场价格基本还是维持在低位运行，行业尚未完全走出困境，市场信心仍需恢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2,292,869,829.31 2,577,177,778.82 -11.03 2,376,378,295.69 

营业收入 1,468,229,547.13 1,411,432,791.69 4.02 1,373,114,05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550,661.99 -155,189,060.93 不适用  4,251,95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410,856.82 -160,326,043.19 不适用  -26,600,16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260,395,970.78 1,247,631,874.65 1.02 1,408,089,95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6,205,929.10 -19,981,474.80  不适用 123,089,610.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44 不适用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44 不适用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0 -11.69 不适用 0.3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65,974,889.02 380,171,264.01 353,223,154.05 368,860,24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18,621.66 -413,202.85 6,000,617.85 4,444,62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37,551.18 -581,144.27 10,720,325.16 2,634,124.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97,841.79 67,073,282.52 36,069,765.14 130,565,039.6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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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2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837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

公司 

-3,730,000 120,500,000 34.30 0 无 0 国有法

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

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0 8,400,000 2.39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广

发聚丰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799,248 3,799,248 1.08 0 无 0 未知 

上海金象实业有限

公司 

2,585,973 2,585,973 0.74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商双

债丰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484,900 2,484,900 0.71 0 无 0 未知 

姚督生 -904,658 2,130,000 0.6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南

方绩优成长股票型

2,000,000 2,000,000 0.57 0 无 0 未知 



证券投资基金 

陈潮海 1,892,500 1,892,500 0.5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泰达宏利改

革动力量化策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702,411 1,702,411 0.48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产业活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59,312 1,559,312 0.44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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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传承优良传统，促进精神面貌逐步改观。 

根据“高管模范带头、中层冲锋陷阵、提高员工积极性”的要求，各级领导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恢复了“员工三班倒、班班见领导”等优良传统，为管理营造了良好氛围。各管理部门将

更多的时间用在生产基层第一线、以更快的响应速度服务于分厂，领导与员工之间进一步增加了

理解，减少了隔阂，各层面之间的凝聚力得到了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精神面貌得到一定

程度的改观。 

2、以考核为抓手，深化用工分配机制改革。 

为增加基层管理手段，以员工绩效考核制度为依据，在 2017年度增资方案中，对上一年度考

核中有二次及以上为 D 档的员工，决定给予缓加工资；该方案得到广大员工的充分理解与大力支

持，在员工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进一步营造了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公司还主动采取多种措施，

引导员工从二三线向一线岗位流动，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3、坚持订单第一，销售总量再创历史新高。 

销售、生产、技术齐心协力，将七分厂机台满产满销作为第一要务，紧紧抓住市场有一定增

量、个别竞争对手停产、进口纸受汇率影响减少、行业环保要求提高等有利契机，加强客户交流、

增强用户信心，较好的满足了市场多层次需求；格拉辛纸、镀铝原纸、湿强标签纸等三大主导产

品销量同比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8 号机通过产销结构调整、提高纸机运行效率、拓展来料加工

出口方式等手段，产量及毛利均较去年有较大幅度增加。 

4、发挥协同效应，新品研发质量提升并进。 

销售、技术、生产、分厂齐心协力，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卷烟类纸、涂布类纸的新品开发以

及成型纸、水松纸、七分厂产品的三大质量改进工作均取得明显进展；热升华数码转印纸新产品

经用户试用得到认可，将在新的一年中作为重点进行市场推广。与此同时，以技术为手段、产品

为平台，广泛开展技术交友、技术交流、技术讲座、技术合作等，通过多种途径，增进相互了解，

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为后续新品开发与质量改进提供了方向。 

5、加快热电改造，达到预定年度进展计划。 

在确定“加快超低排放改造、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规划后，公司及时成立热电改造领导小

组和项目部，根据“清洁化、高效化、信息化”三大目标，从民丰实际出发，经过多方收资、反

复研讨，确定了以外购电扩容为前提，实施锅炉机组升级、烟气超低排放、电气高低压配电、集



控与信息化等系统改造项目。在兼顾热电改造与纸机运行的基础上，制定了具体的计划方案，目

前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6、发挥专业特长，全面挖掘降费增效潜力。 

2016年年初，根据公司整体目标，实行对各业务部门指标的分解落实，各部门间相互协同配

合，在做好管理与服务的同时，确定了本单位的降本增效目标。财务在做好成本核算的同时，通

过资金营运，盘活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贷款，降低融资杠杆，减少财务费用；采购以木浆、煤炭

为重点，清理木浆库存、增加低价位期货采购量，利用自主采购平台，扩大代开证业务，增加销

售收益；装备在制度建设、体系文件、具体措施上与各分厂增进互动，为节约维修费用做了有益

尝试。 

过去的一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对民丰生存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之年。

为确保完成扭亏为盈的硬目标，全体员工负重拼搏、背水一战，圆满完成了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2017年里，全体员工将继续同舟共济、攻坚克难，为全面建设科学发展与协调和谐的百年民丰而

努力奋斗！。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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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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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