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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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王红雯 因公出差 骆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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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确认,2017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23,865,027.85元(母公

司)，加上前期公司未分配利润 1,801,993.73 元，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25,667,021.58

元。本年度拟以 2017 年末总股本 351,3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含税),共派发 3,513,000 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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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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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3-82812992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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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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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 GDP 比上年增长 6.9%，这是中国经济增速自 2011 年来首次扭转下行

局面，实现企稳回升，整体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态势显现。造纸行业 2017 年主要经济指标

同比增长，生产运行整体情况基本保持平稳态势，生产总量有所增加，产销基本平衡；但大中小

型企业的生产运行情况分化，受环保政策和制度等的压力，总体来说，大中型企业生存环境好于

中小型企业，全年制浆造纸及纸制品企业数量继续减少；产品价格上涨，木浆、废纸等造纸原料

也涨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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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2,234,663,159.35 2,292,869,829.31 -2.54 2,577,177,778.82 

营业收入 1,609,577,439.75 1,468,229,547.13 9.63 1,411,432,791.6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207,701.64 12,550,661.99 53.04 -155,189,060.9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275,779.05 13,410,856.82 28.82 -160,326,043.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79,065,078.32 1,260,395,970.78 1.48 1,247,631,874.6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553,545.81 236,205,929.10 -69.28 -19,981,474.8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04 25.00 -0.4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04 25.00 -0.4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51 1.00 增加0.51个百分

点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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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267,582.68 403,268,235.66 405,648,079.32 410,393,54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162,202.38 3,298,298.19 5,450,833.48 3,296,36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087,239.83 2,921,622.70 5,529,655.06 1,737,26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898,022.13 37,056,121.58 3,604,645.01 58,790,8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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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75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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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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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122,500,000 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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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

人 

杨成社 5,326,300 5,326,300 1.5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姚督生 2,470,000 4,600,000 1.3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陈潮海 301,800 2,399,300 0.6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顾微 -103,200 1,600,000 0.4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赵吉庆 168,900 1,450,000 0.4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干国利 1,225,459 1,225,459 0.3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秦志军 600,000 1,100,000 0.3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王璐 515,000 1,025,000 0.2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其余股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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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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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安全第一，突出重点兼顾全面。 

公司继续完善应急处置网络组织、明确“一岗双责”，做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重点做好了热电

运行、项目改造、特种设备三个方面工作。全年安全工作平稳有序，实现预期目标。 

2、注重细节，提升基层管理水平。 

公司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整合处室与分厂专业力量，尤其是要求技术人员把现场作为第一工作场

所，把动手能力作为重要考核依据；二是改变单一行政挂钩考核，同步建立党政工“一岗双责”，

修改完善考核评价细则、加大挂钩比例、增强考核力度；三是从具体细节着手，注重分析、查找

原因、确定改进目标，提升了基层管理水平。 

3、全面出击，创新模式开源节流。 

公司重点是“用好一个平台、抓好三个部门”：一个平台即招标平台，把单位产品成本费用最低作

为评判主要依据，把提高性价比放在首要位置，节约成本；三个部门指财务资金处、物资采购处、

装备能源处，全年综合融资费用率下降，大宗原料采购争取最优，设备采购不断扩大公开招标范

围，降低采购费。 

4、迎难而上，力争产销基本平衡。 

公司对主要产品制定不同策略。卷烟纸方面，关注烟草发展趋势，发挥民丰技术中心与各省公司

在技术合作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对卷烟新品种紧密跟踪发展趋势，挖掘增长潜力。格拉辛纸、

涂布类纸以提高开机率为第一要务，争取扩大市场份额。在稳定主要用户总量的基础上，开拓热

升华转印纸以及其他新产品市场，寻找新用户、开辟新途径。 

5、持续改革，激发机制活力。 

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把党务与行政、技术与质量、分厂与处室等复合型人才培养作为重点；发

挥管理技术职务体制，开辟专业人才技术通道与后备中层干部培养的双重功能；探索技术研发和

质量管理人员的融合新机制，形成统一团队、集中管理，提升应急能力；对产品研究工程师，创

造条件提供学习、培训和提高的平台；改变工作人员考核。 

6、统筹兼顾，确保能源稳定。 

公司自备电厂技术改造项目统筹兼顾生产、改造、环保，以超低排放工程为主线，实现与热电分

厂之间的一体化管理。同时，强化施工管理，严格执行合同与规范要求，确保了施工安全、能源



保障、超低排放达标。在项目进展的同时，把员工培训放在重要地位，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

的做好出相应安排，开展好培训工作。在公司统筹领导下，特别是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前，公司自备电厂技术改造项目已经基本完成，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要求。 

2017年是十九大顺利召开的重要之年，也是公司经济效益连续两年实现增长之年，为民丰实现百

年复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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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收购上海先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58%股权，2017年 3月 16日起上海先数功能材料有限公

司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并于本年度财务报告中纳入合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