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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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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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宜宾纸业 600793 ST宜纸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强 陈禹昊 

电话 0831-3309399 0831-3309377 

办公地址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裴石轻工业园区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裴石轻工业园区 

电子信箱 ybzydsh@163.com ybzyd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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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9,211,238.59 3,645,985,521.55 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04,344,643.06 320,166,283.71 119.9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379,461.40 -37,404,223.28   

营业收入 640,440,276.63 696,119,374.24 -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131,832.93 217,789,230.76 -9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9,065,684.89 -3,039,043.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34 85.54 减少82.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56 2.0683 -93.4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56 2.0683 -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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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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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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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87 56,691,800 0 无 0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6.67 21,060,000 21,060,000 无 0 

范骥 境内自然人 1.04 1,315,800 0 无 0 

银河资本－民生银行－阳岚 1号价

值成长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5 952,058 0 无 0 

周徽 境内自然人 0.55 698,873 0 无 0 

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0.50 631,263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590,700 0 无 0 

张耀均 境内自然人 0.42 530,000 0 无 0 

湖北白云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未知 0.39 490,000 0 无 0 

官元栋 境内自然人 0.37 462,3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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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有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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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董事会带领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全年的生产经营目标，大力发扬艰苦创业、团结拼搏、攻

坚克难精神，认真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一）加强市场营销管理。密切关注原纸的市场价格变化动态，紧跟市场节奏，及时调整产

品市场营销策略，始终保持公司产品足够的性价比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积极开发新产品，拓

展新市场，今年以来，公司开发了适销对路的电子热压纸、管芯纸、彩票专用纸、吸管纸等，丰

富了公司的产品结构。从上半年产品销售看，在市场下滑的情况下，公司产品销量与去年基本持

平。 

（二）加强生产过程管理。提高生产效能，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优化原辅料结构和生产工

艺，降低生产消耗水平，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公司产品的盈利能力。目前公司产品质量较好，特

别是生活原纸产品质量提升和产量达标都比预计情况要好。 

（三）加强采购过程管理。加强物资采购招标工作管理，公司完善采购模式，通过市场招标，

拓宽采购渠道，全面降低原料采购成本。 

（四）强化预算管理和预算控制，公司将产量、成本、费用层层分解、考控和落实到班组，

确保生产平稳运行。 

（五）加强技术创新工作。加大对技术创新工作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挖掘潜力，积极开发新

产品，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六）加强原料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原料保障体系建设，认真组织好竹料采购工作，确保公

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人才的引进和日常培训工作，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素质，为公

司未来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八）加强安全环保管理。进一步树牢安全环保意识，梳理、分析和解决生产中的安全环保

隐患问题，全力以赴排除安全环保隐患，为公司创造和谐的生产和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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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财政部于 2017 年分别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 2019 年起执 行

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将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公司具体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化详见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相关项。 

2、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

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该通知 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 对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及格式调整如下： 

 （1）原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项

目；  

（2）原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项



目。  

（3）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报表列报项目及影响金额如下： 

  报告期影响：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5,915,421.65  
应收票据 19,457,709.14  

应收账款 156,457,712.5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75,231,544.70  
应付票据 500,360,400.00  

应付账款 274,871,144.70  

年初影响：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1,063,583.63  
应收票据 8,678,953.91  

应收账款 162,384,629.7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80,603,809.48  
应付票据 228,600,400.00  

应付账款 252,003,409.48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

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