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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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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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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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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宜纸 600793 宜宾纸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强 雷大敏 

电话 3309399 3309377 

传真 0831-3309600 0831-3309600 

电子信箱 ybzydsh@163.com ybzydsh@163.com 

 



1.6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5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8,876,604.95 元，年初

未分配利润-173,153,950.55元，截止本报告期期末，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164,277,345.60

元。鉴于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可供分配利润仍为负数，公司董事会拟

决定：2015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新区工程建设的安装调试及食品包装原

纸的试生产运行。公司自 2011 年全面停产实施整体搬迁，报告期内，除生活用纸外，整体搬迁项

目一期工程食品包装原纸生产线和化学制浆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   

2、经营模式  公司试生产运行期间，主要根据客户的需要不断探索和调整生产工艺，以逐步

取得客户的认同。   

3、行业情况  公司属于造纸行业，为技术、资金密集型和资源约束型产业，中国造纸业高产

能、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已成为企业利润增长的瓶颈。从行业自身角度出发，一方面，劳动

力成本逐渐攀升，加之市场竞争的愈发激烈，企业利润逐渐下降；另一方面，部分造纸企业存在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整个造纸行业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模式正在发生重大改变，食品使用纸张进

行包装是社会发展趋势，市场供需稳中有长。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3,198,884,785.57 3,055,031,374.55 4.71 1,298,958,760.65 

营业收入 13,687,663.36 10,625,808.97 28.82 10,543,166.5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876,604.95 8,348,678.62 6.32 7,253,290.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788,395.05 -12,905,171.38   -5,760,850.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0,060,841.30 41,184,236.35 21.55 32,835,557.7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267,152.87 24,532,045.79 3.00 -7,981,681.60 

期末总股本 105,300,000.00 105,3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43 0.0793 6.31 0.0689 

稀释每股收益 0.0843 0.0793 6.31 0.0689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9.46 22.56 减少3.10个百分

点 

24.83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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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87.85 5,336.67 17,907.93 13,638,33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1,322.76 -8,494,732.39 -1,059,177.83 21,151,83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721,522.76 -9,096,232.39 -1,065,227.83 -9,905,41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9,903.56 5,075,629.44 6,791,364.43 19,690,062.56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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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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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0 39,776,583 37.77 0 无 0 国家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

团有限公司 

0 16,915,217 16.06 0 无 0 国有法

人 

徐开东 0 700,000 0.66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范骥   697,105 0.66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王中辉 -131,200 587,600 0.56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胡冰   550,000 0.52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周凭   488,200 0.46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田秀文 -819,500 480,500 0.46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黄桂新 187,200 454,700 0.43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何声建 72,068 427,968 0.41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5%的

股东有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市国资

公司"）、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粮液集

团公司。    2、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5%的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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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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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不适用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因整体搬迁，食品纸生产线处于试生产运行中。报告期内，公司仍以商品贸易实现营业收入

1369 万元，同比增长 28.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87.66 万元，同比增长 6.32%。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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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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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无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 2015年度聘请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

机构。2016 年 2 月 25 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向本公司提交了《宜

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审计报告》（川华信审（2016）004号），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

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原文如下：  “我们提醒报告使用者关注：  1.如附注十四、

7所述，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纸业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16,427.7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8.44%。

纸业公司已在附注中披露了拟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由于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有重大的不

确定性，如纸业公司本次重组失败，其持续经营能力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如附注五、17所

述，纸业公司搬迁损失补偿方式变更为按国务院 590 号文件执行，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纸业

公司已经发生搬迁损失金额为 7.08亿元，该搬迁损失补偿金额须经审计评估机构审计评估，在审

计评估的基础上由宜宾市人民政府和纸业公司双方共同确认。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表发表

的审计意见。”  对于上述强调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强调事项段充分说明了公司的经营风

险和或有风险。公司董事会说明如下： 

  1、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中，虽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有不确定性，



但公司实际控制人宜宾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实际控制人”）、中环国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国投”）承诺，如本次股份收购未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

购核准，则将考虑进行全面要约收购或者与股权转让方重新协商协议收购股权比例，使得中环国

投持股比例控制在 30%或 30%以下。同时双方承诺，若在上述‘中环国投持股比例控制在 30%或者

30%以下’这一条件下，实际控制人、中环国投将继续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将积

极配合开展相关工作。  

 2、截止本报告期，公司接宜宾市政府相关部门通知：公司老区土地处置方式由前期执行宜

宾市【2003】 79 号文调整为执行国务院 590 号《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四川省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宜宾市城区工业企业搬迁入园管理办法》，根据政策将对公司包

括但不限于对构建筑物、设备设施、停产停工损失等进行补偿。公司正在抓紧与宜宾市人民政府

就搬迁补偿事宜进行协调，加快推动相关工作的进行。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对《董事会关于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了专项说明，为此，公司监事会对该专项

说明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经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核查，认为：

董事会专项说明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情况，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所作的该专项说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