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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易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强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邹敏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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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2,377,727.60 3,198,884,785.57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7,852,990.32 50,060,841.30 -24.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30,622.91 -6,289,903.56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0,307,471.84 26,087.85 461,06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207,850.98 -2,721,322.7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210,250.98 -2,721,522.7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7.77 -6.83 减少 20.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159 -0.025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159 -0.0258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12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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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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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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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4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400.0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04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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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76,583 37.77 0 
无 

0 国家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

有限公司 

16,915,217 16.06 0 
无 

0 国有法人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270,583 1.21 0 未知  其他 

胡冰 1,063,000 1.0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银瑞信生

态环境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60,090 1.00 0 

未知 

 其他 

张勤 1,008,208 0.9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收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43,595 0.90 0 

未知 

 其他 

朱玉树 830,000 0.7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中辉 676,200 0.6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范骥 674,005 0.6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9,776,583 人民币普通股 39,776,583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16,915,217 人民币普通股 16,915,217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270,583 人民币普通股 1,270,583 

胡冰 1,0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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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生态环境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60,090 

人民币普通股 

1,063,090 

张勤 1,008,208 人民币普通股 1,008,2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收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3,595 
人民币普通股 

943,595 

朱玉树 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000 

王中辉 676,200 人民币普通股 676,200 

范骥 674,005 人民币普通股 67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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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103,198,117.29 77,985,528.02 25,212,589.27 32.33 
主要系保证金增加

所致 

应收票据 13,244,023.02 23,366,540.15 -10,122,517.13 -43.32 主要系贴现所致 

应收账款 70,422,894.36 52,633,130.74 17,789,763.62 33.80 
主要系试生产赊销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7,009,871.01 17,797,306.73 9,212,564.28 51.76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

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7,614,536.13 2,204,106.86 15,410,429.27 699.17 
主要系保证金增加

所致 

短期借款 114,500,000.00 65,000,000.00 49,500,000.00 76.15 
主要系银行借款增

加所致 

应付票据 277,398,900.00 154,770,400.00 122,628,500.00 79.23 
主要系办理票据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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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33,674,783.32 13,015,706.98 20,659,076.34 158.72 
主要系客户购买试

生产产品所致 

项 目 2016年 1-3 月 2015年 1-3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120,307,471.84 26,087.85 120,281,383.99 461,062.85 
主要系贸易收入增

加所致 

营业成本 120,058,801.50 25,740.58 120,033,060.92 466,318.40 
主要系贸易成本增

加所致 

管理费用 7,964,608.15 812,227.15 7,152,381.00 880.59 

主要系整体搬迁项

目房屋构筑物预转

固，其折旧及税金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 4,486,137.17 1,881,642.88 2,604,494.29 138.42 

主要系整体搬迁项

目房屋构筑物预转

固，费用化利息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4,513,386.51 98,810,660.01 95,702,726.50 96.85 
主要系公司融资取

得的资金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新区项目建设情况 

截止本报告日，宜宾纸业整体搬迁项目试生产运行的消缺工作已基本完成，进入环保验收阶

段。目前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正按照程序开展对我公司整体搬迁项目的环保验收工作，相关进展情

况,公司将及时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敬请投资者关注。 

2、股份转让事项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审核通过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已上

报四川省人民政府，待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核后，再报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本

次股权转让还需通过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的审批。 

3、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

有序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公司将及时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4、2016年 3月 10日，公司召开了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宜宾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 2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成立全资子公

司“宜宾竹之琨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内，子公司未正式开展业务，故本次季报未合并报

表。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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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主要是因为公司项目正式投产后，产

品市场拓展需要一定时间，预计下一报告期会出现亏损。 

 

 

 

公司名称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易从 

日期 2016-04-27 

 

 

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2016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3,198,117.29 77,985,528.0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3,244,023.02 23,366,540.15 

应收账款 70,422,894.36 52,633,130.74 

预付款项 27,009,871.01 17,797,306.73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7,614,536.13 2,204,106.86 

存货 131,864,178.29 136,514,404.36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741,394.24 1,392,592.06 

流动资产合计 364,095,014.34 311,893,608.9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00,000.00 1,5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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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 12,087,593.38 12,087,593.38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62,172,777.97 566,079,337.66 

在建工程 1,564,204,981.41 1,493,333,350.12 

工程物资 1,203,835.95 847,252.60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88,998,294.19 89,559,495.1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6,410,537.19 15,835,067.13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721,704,693.17 707,749,080.6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68,282,713.26 2,886,991,176.65 

资产总计 3,332,377,727.60 3,198,884,785.5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14,500,000.00 65,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77,398,900.00 154,770,400.00 

应付账款 443,944,708.92 572,053,443.16 

预收款项 33,674,783.32 13,015,706.98 

应付职工薪酬 48,814,804.01 41,582,422.19 

应交税费 50,373,427.75 42,426,015.6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1,100,883.66 94,436,956.32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68,000,000.00 368,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427,807,507.66 1,351,284,944.2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200,000,000.00 1,200,0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66,279,540.3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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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收益 30,837,689.28 27,939,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569,600,000.00 569,60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66,717,229.62 1,797,539,000.00 

负债合计 3,294,524,737.28 3,148,823,944.2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05,300,000.00 105,3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5,371,093.62 105,371,093.6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667,093.28 3,667,093.28 

未分配利润 -176,485,196.58 -164,277,345.6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7,852,990.32 50,060,841.3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332,377,727.60 3,198,884,785.57 

 

法定代表人：易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邹

敏 

 

 

利润表 

2016年 1—3月 

编制单位：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20,307,471.84 26,087.85 

减：营业成本 120,058,801.50 25,740.58 

营业税金及附加 8,176.00  

销售费用  28,000.00 

管理费用 7,964,608.15 812,227.15 

财务费用 4,486,137.17 1,881,642.88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210,250.98 -2,721,522.76 

加：营业外收入 2,4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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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2,207,850.98 -2,721,322.76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207,850.98 -2,721,322.76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2,207,850.98 -2,721,322.76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59 -0.0258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59 -0.0258 

 

法定代表人：易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邹敏 

 

 

现金流量表 

2016年 1—3月 

编制单位：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0,592,064.80 29,937.7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13,564.68 555,701.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4,005,629.48 585,638.9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1,285,029.85 4,802,095.5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15,210.70 663,5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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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各项税费 181,867.19 137,765.8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854,144.65 1,272,100.0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7,536,252.39 6,875,54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30,622.91 -6,289,903.5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822.00 28,002.6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22.00 50,028,002.6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85,944,322.16 98,645,286.36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961,224.17 7,063,889.5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5,905,546.33 105,709,175.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901,724.33 -55,681,173.3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14,500,000.00 165,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8,796,95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3,296,950.00 16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5,000,000.00 6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783,563.49 1,189,339.9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8,783,563.49 66,189,339.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513,386.51 98,810,660.0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918,960.73 36,839,583.1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136,408.02 5,400,043.7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217,447.29 42,239,626.85 

 

法定代表人：易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邹敏 

 

4.2 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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