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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17-40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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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顺洁柔 股票代码 0025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军 王云霞 

办公地址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 号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 号 

电话 0760-87885678 0760-87885196 

电子信箱 dsh@zhongshungroup.com dsh@zhongshungrou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23,216,428.96 1,771,552,660.77 1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6,410,452.48 105,815,020.30 4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5,521,814.79 101,577,611.43 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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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757,298.52 251,790,001.46 -81.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18 0.1433 47.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80 0.1420 46.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5% 4.25% 1.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633,161,346.21 4,512,461,822.23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29,696,673.42 2,696,386,386.78 4.9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4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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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中顺纸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16% 220,974,093    

中顺公司 境外法人 20.68% 156,767,52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低碳环保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4.90% 37,133,787    

李红 境内自然人 3.60% 27,298,320  质押 13,509,72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新兴产

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43% 18,397,36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其他 2.24% 16,972,929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其他 1.80% 13,630,272    

彭州市亨茂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5% 13,272,307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投连－

个险投连 

其他 1.55% 11,736,441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诺安低碳经

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9% 10,559,0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顺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邓颖

忠、邓冠彪和邓冠杰控制下的企业，即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顺公司及邓颖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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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联关系。2、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顺洁柔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

券 

12 中顺债 112156 2018 年 03 月 08 日 83,000 5.53%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8.93% 40.25% -1.3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2.85 7.26 77.0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中国生活用纸行业竞争依然激烈，随着政府环保力度的加大，高能耗、高污染、低产

能企业被逐步淘汰出局，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市场消费也不断升级，电商渠道渗透加强，便利店网点不

断扩充，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模式愈加突出。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渠道建设，细分市场、扩大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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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网络布局，营销组织架构更加细化，经销商管理更为精准，同时公司加大在天猫、淘宝、京东、一号店、

苏宁等电商平台的投入，并搭建配置相应的物流系统，加强了电商的投入和建设。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整

体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充分发挥创新研发能力，保障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212,321.64万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9.85%，实现净利润15,641.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81%。 

高端生活，品味洁柔是洁柔品牌的定位，也是洁柔品牌对广大消费者诉求的承诺。洁柔旗下有Face、 

Lotion、金尊等系列产品。2017年上半年公司推出了洁柔自然木低白度纸系列的高端产品，洁柔自然木低

白度产品采用100%进口原生木浆，并通过欧美食品级的检测，产品质量直接达到行业内的优等品，打造成

为低白度产品中的“纸中贵族”。 

公司在经营理念上一直有四个坚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的了解并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致力于全

方位满足市场的需求；坚持生产高品质产品，如洁柔生产的“可湿水”软抽和手帕纸“湿水不易烂，可作

洗脸巾”的特点受到消费者的普遍认可与喜爱；坚持不断创新；坚持社会责任。在生活用纸行业，洁柔代

表着一流产品品质、要做就做最好的产品，可湿水、可锁水、黄色纸中的贵族-自然木、超迷你、4层高端

等等，创新让洁柔以精致产品引领行业发展。 

1、产能投入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战略布局，2017年新增云浮12万吨的产能建设，唐山2.5万吨产能建设，来

满足华南以西和华北、东北的产能需求。全部投产后，公司总产能将达到65万吨。 

2、激励政策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等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

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公司

于2015年年末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报告期内，公司也顺利完成了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的相关事

宜。 

3、产品研发 

为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公司不断更新升级产品包装，报告期内推出洁柔湿厕纸，

可有效去除99.9%的细菌并可直接丢弃，易冲散，不会导致堵塞；还推出了洁柔自然木低白度纸，与市面

上的其他低白度纸相比，洁柔自然木采用100%进口原生木浆，产品达到优等品，得到消费者一致好评，进

一步提高了洁柔品牌的美誉度，强化和巩固了品牌力。 

目前洁柔在生活用纸同业中，拥有三个唯一：唯一一家同时生产“可湿水面纸”和“可锁水面纸”软

抽和手帕纸的厂家；唯一一家可以生产超迷你便携式手帕纸系列产品；唯一可生产软抽创新易开口系列产

品，轻松第一抽，节约零浪费（新创开口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号：ZL 2014 2 0361094.0）。 

4、管理架构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整合各职能部门的协同工作，通过销售部、市场部、投资管理部、金融部、财

务部、采购部、人力资源部、研发部、工程部、审计部、总经办、证券事务部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从生产、

仓储、外运物流、市场营销、服务、费用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改善整体竞争力，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

高工作效率。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的规定，

作了会计政策变更，详见公司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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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颖忠 

                                                                      2017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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