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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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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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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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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泰股份 6003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英祥 李华伟 

电话 0546-7798799 0546-7798848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 

电子信箱 htjtzq@163.com dydw1001@163.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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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1,729,125.40 14,893,259,936.31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51,262,513.21 6,513,848,004.68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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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455,705.31 239,262,920.27 280.11 

营业收入 6,304,585,926.91 4,826,829,307.08 3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681,182.98 70,669,143.69 31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7,158,873.55 42,743,322.29 57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39 1.108 增加3.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3 0.061 318.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3 0.061 318.4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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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64 416,155,302 0 质押 18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华信用增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72 20,030,869 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8 12,666,198 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81 9,453,361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2 8,419,825 0 未知   

UBS   AG 未知 0.56 6,564,542 0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

资金 

未知 0.55 6,441,817 0 未知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CO. 

未知 0.47 5,460,040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未知 0.36 4,227,900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未知 0.34 3,955,8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 9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其他股东之间关系无法确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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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效益提高、管理提升”为指导思想，全面贯彻

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深化机构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公司造纸产业转调创步伐，积极

调整原料结构和产品结构，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实现了造纸产业的合理布局；报告期内，

公司主导产品新闻纸、铜版纸、包装纸、文化纸等产品价格持续提高，产品产销两旺，销售收入

显著增长，销售利润率稳步回升，公司生产经营全面保持稳健运行。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05亿元，同比上升30.62%，实现利润总额33,013.91万

元，同比上升216.51%，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568.12万元，同比上升318.40%；完成

机制纸产量107.03万吨，同比增长10.03%，销量108.33万吨，同比增长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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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4,585,926.91 4,826,829,307.08 30.62 

营业成本 5,386,151,564.02 4,174,368,264.58 29.03 

销售费用 262,973,834.92 168,723,598.67 55.86 

管理费用 189,258,922.66 199,564,843.86 -5.16 

财务费用 151,836,591.28 170,692,190.21 -1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9,455,705.31 239,262,920.27 280.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48,917.34 278,187,736.39 -117.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401,962.78 -373,670,102.57 32.99 

研发支出 86,562,757.09 18,484,454.24 368.30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纸张销量增加且价格上涨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纸张销量增加及部分成本上升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销量增加导致运费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销售回款加快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短期理财产品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偿还的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开发新产品支出增加所致 

(二)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货币资金 2,073,713,117.57 13.60 1,281,191,352.65 8.60 61.86 

应交税费 123,734,517.44 0.81 236,568,756.27 1.59 100.00 

长期应付款 63,474,668.68 0.42 152,383,863.22 1.02 -58.35 

递延所得税负债 39,024,146.14 0.26 11,868,160.07 0.08 228.81 

 

其他说明 

货币资金：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情况较好，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主要系本期期末应交增值税、所得税下降所致 

长期应付款：主要系本期公司本部应付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主要系本期化工集团搬迁产生的待弥补损失抵免应交所得税，计入递延所得税

负债所致 

 

(三)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子公司全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东营华泰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化工 40,594.18 化工产品 468,761.75 241,248.19 11,068.55 

东营亚泰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环保 2,000.00 污水处理 8,784.50 2,474.44 98.28 

东营市大王福利卫生纸

厂 
造纸 733.00 卫生纸 3,789.83 1,580.73 -42.45 

东营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7,761.60 纸 61,458.92 34,598.28 585.49 

东营华泰清河实业有限

公司 
造纸 30,000.00 纸 79,404.57 10,478.44 931.72 



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5,000.00 纸 83,924.13 23,810.97 3,024.67 

安徽华泰林浆纸有限公

司 
造纸 90,189.41 纸浆 221,846.47 62,118.62 -1,712.43 

东营华泰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环保 1,000.00 汽 6,530.63 598.32 100.89 

广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32,000.00 纸 66,169.50 32,550.61 1,041.42 

河北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149,169.54 纸 167,384.44 78,503.34 -1,638.18 

山东斯道拉恩索华泰纸

业有限公司 
造纸 5560 万美元 纸 70,550.58 24,954.40 -942.94 

山东华泰英特罗斯化工

有限公司 
化工 10,500.00 化工产品 16,716.02 14,411.71 185.66 

（1） 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子公司全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公司按持股

比例享有净

利润 

占公司净利

润的比例（%） 

东营华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70,171.15 12,434.45 11,068.55 11,068.55 37.48 

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35,630.58 3,024.67 3,024.67 3,024.67 10.24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