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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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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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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

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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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6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3178241.12 元，年初

未分配利润-164,277,345.60 元，截止本报告期期末，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161,099,1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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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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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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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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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31-3309399 0831-3309377 

电子信箱 ybzydsh@163.com ybzydsh@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目前，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食品包装原纸的生产，2016 年 7 月，整体搬迁项目一期工程

（除生活用纸外）食品包装原纸生产线和化学浆生产线已正式通过环评并投产。 

2、经营模式： 

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客户的订单情况安排生产，以提高存货周转率，降低成本。 

3、行业情况： 

造纸行业与宏观经济增速之间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在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调整的条件下，造纸

行业的增速也面临调整压力。但随着国民经济下行压力的缓解、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整体经

济的企稳，纸及纸板人均消费量预期还将持续增长；且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淘汰落后产能和企

业兼并重组力度不断加大，未来造纸行业竞争有望进一步规范化。 

2016 年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供给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经济增长积极性因素增

多。在宏观经济运行平稳的背景下，公司所处的造纸行业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环保整治、

淘汰过剩产能以及市场需求增长等因素影响，推动造纸行业涨价提速。尤其下半年，受木浆、废

纸、物流、煤炭等成本推动影响，国内造纸企业迎来涨价潮。中长期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不断推进，造纸业会有更多的落后产能被加速淘汰，同时随着环保治理力度加大，中小规模产

能加速淘汰，造纸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行业复苏迹象明显，高景气度将得到延续。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3,534,114,099.75 3,198,884,785.57 10.48 3,055,031,374.55 

营业收入 444,879,514.05 13,687,663.36 3,150.22 10,625,80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78,241.12 8,876,604.95 -64.20 8,348,67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5,263,291.28 -22,788,395.05 不适用 -12,905,17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3,239,082.42 50,060,841.30 6.35 41,184,236.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625,674.31 25,267,152.87 -173.71 24,532,045.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02 0.0843 -64.18 0.0793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302 0.0843 -64.18 0.0793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15 19.46 减少13.31个百

分点 

22.5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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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07,471.84 61,377.34 85,308,313.78 239,202,35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07,850.98 -9,738,140.20 -24,679,882.14 49,804,11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210,250.98 -10,331,389.98 -27,634,005.14 -55,087,64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30,622.91 224,787.52 7,318,622.26 -22,638,461.18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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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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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127,603 1,127,603 1.07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范立义 1,003,600 1,003,600 0.9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范骥 156,895 854,000 0.8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

－长安尊享 2号分级

资产管理计划 

767,600 767,600 0.73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田秀文 125,000 605,500 0.58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刘风玲 561,300 561,300 0.53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海泛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泛皓福

强共赢基金一号 

538,000 538,000 0.51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

－长安尊享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474,292 474,292 0.45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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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搬迁技改项目一期工程的食品包装原纸生产线项目环保验收顺利通过，

于 2016 年 7 月转入正常生产经营，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444 万元，产量 9.23 万吨，销量 7.40

万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318万元，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353411万元，所

有者权益 5324万元。 

 

2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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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宜宾竹之琨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七、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 

 

四、 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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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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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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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审计报告》（川华信审（2017）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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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附注十二、七所述，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纸业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6,109.91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98.49%，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为 110,000万元，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10,526.33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62.57 万元。纸业公司已经

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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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将继续为公司提供支持。作为公司大股东的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对公司大

力支持，将继续为公司债务提供担保和委托贷款，确保公司持续经营，保证广大职工正常就业。

截至报告日，公司已收到大股东的委托贷款 21,450万元用于到期贷款的周转。 

2、搬迁补偿程序进展顺利。公司老厂区搬迁损失审计、评估工作已接近尾声，预计 2017 年

取得搬迁补偿的可能性较大，搬迁补偿资金的注入将会为公司持续经营提供进一步支持。截至报

告日，已收到预付的搬迁补偿资金 2亿元。 

3、纸品售价上涨，增加销售收入。进入 2017 年以来，造纸行业回暖，市场向好，公司产品

售价提高。截至报告日，公司 2017年食品原纸售价提高了 1000元/吨以上，此举将公司增加经营

现金流量，增强公司的运营能力。 

4、挖潜降耗，提高效益。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降低产品成本，降低期间费用，发掘新的利润

增长点。公司将通过进一步优化流程，加强内部管控，挖潜增效，提升盈利水平。 

特此说明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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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