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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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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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92,464,659.40 元，年

初未分配利润-161,099,104.48 元，截止本报告期期末，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68,634,4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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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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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禹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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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属于制浆造纸行业，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务范围没有变化，主要从事食品包装原纸的

生产及销售。 

2、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根据客户的需求和订单安排生产，可以有效提高存货周

转率，降低公司成本。 

3、行业情况说明： 



2017 年中国经济形势缓中趋稳，稳中向好，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化，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绿色发展初见成效。2017 年，公司所处造纸行业受益于国家环保整治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因素

的影响，加速了行业内的落后产能淘汰和资源整合，行业市场情况得到改善。随着我国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国家环保整治力度的不断加大，将进一步推动造纸行业产业资源的优化整

合，实现造纸行业的健康、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公司受供给侧改革、国家环保整治以及原材料、

运费、人工等产品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其中 2017 年第四季度主要产品价格涨幅明显，公司

盈利能力得到改善，并于第四季度的 11 月、12 月实现盈利，2018 年，公司将继续发挥自身的技

术装备优势、环保优势、规模优势及管理优势，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能，细化目标管理，优化生产

工艺，调整产品结构，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增强自身的盈

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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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538,742,538.51 3,534,114,099.75 0.13 3,198,884,785.57 

营业收入 1,157,964,829.79 444,879,514.05 160.29 13,687,66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2,464,659.40 3,178,241.12 2,809.30 8,876,60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2,229,332.82 -105,263,291.28 不适用 -22,788,39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5,703,741.82 53,239,082.42 173.68 50,060,84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071,733.78 -18,625,674.31 -743.31 25,267,15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781 0.0302 2,807.62 0.08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781 0.0302 2,807.62 0.08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2.96 6.15 增加86.81个百

分点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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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936,867.59 265,765,118.61 263,106,261.41 402,156,58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310,086.68 181,253,193.08 -31,294,675.00 -8,183,77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0,482,584.01 -24,369,237.46 -35,890,106.00 -1,487,40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712,328.02 46,413,355.11 40,520,221.11 -165,292,981.9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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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62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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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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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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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元素达仁 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839,000 1,839,000 1.75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范骥 -178,700 1,032,700 0.98 0 未知  未知 

陆尔穗 847,824 847,824 0.81 0 未知  未知 

张小娟 839,800 839,800 0.80 0 未知  未知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天勤十二号单一

资金信托   

741,417 741,417 0.70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刘秋萍 732,000 732,000 0.70 0 未知  未知 

陈明辉 727,533 727,533 0.69 0 未知  未知 

艾文玉 541,411 541,411 0.51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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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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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15796.48万元，同比增长 160.29%，净利润 9246.46万元，同比增

长 2809.30%，较好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2017年公司业绩增长主要有以下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长主要是系公司老厂区搬迁补偿资金到位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影响金额约为 1.99亿元。 

2、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家环保整治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因素的影响，主要产品价格涨幅明

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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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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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竹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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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