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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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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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80,097,228.20

元，公司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148,028,074.67 元(会计政策变更调整)，年末可供全体股东分

配的未分配利润为-67,930,846.47 元，资本公积余额为 811,107,281.82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等规定，鉴于公司母公司 2019 年末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负数，2019 年度公司拟不

进行利润分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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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青山纸业 60010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潘其星 

办公地址 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层 

电话 0591-83367773 

电子信箱 2798750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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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属轻工类制浆造纸行业。报告期，公司经营业务主要从事纸袋纸、浆粕、纸制品、光电

子产品、医药产品、林木产品等产品产销及其贸易经营。 

 

2、经营模式  

公司坚持“市场导向、依托科技、质量为本、效益优先”的经营理念，充分发挥长纤制浆优

势，以工业包装用浆纸产品、生物质纤维用浆粕产品为核心业务。长期以来，公司一直秉承自主

生产和自主销售的经营模式，持续发展制浆造纸业务。目前拥有纸袋纸、浆粕等生产线共四条。

近年来，为适应市场变化，公司不断调整优化原料和产品结构，实施生产线系统技术升级和质量

提升，新品研发及相应市场拓展工作取得进展，产品质量和技术工艺已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3、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1,995.50亿元，

同比下降 3.3%。其中造纸和纸制品业营业收入为 13,370.10 亿元，同比减少 3.0%；营业成本为

11,530.10亿元，同比减少 3.1%；利润总额为 681.90 亿元，同比减少 9.1%。  

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仍保持在合理区间。但在复杂多变的国

内外经济形势背景下，造纸行业经历了较为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中美

贸易争端加剧影响，市场需求较往年萎缩明显；另一方面在环保持续趋严和原料供给端扩张与需

求端收缩的双重压力之下，造纸行业利润普遍缩水。与此同时，受上述因素叠加影响，加之我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加速了行业内落后产能的淘汰，提高了行业集中度。而龙头企业

不断强化自身生产技术,且具有资源禀赋优势，规模效应凸显，盈利波动性相对较小。近年来，造

纸企业纷纷通过向上下游延伸，朝产业链一体化方向发展，以实现从源头上控制原材料成本目的，

并通过开拓包装业务，以缓解市场需求波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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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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528,173,089.25 5,107,381,818.14 8.24 4,791,369,175.69 

营业收入 2,670,264,553.27 2,860,507,313.72 -6.65 2,655,536,524.5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7,529,572.03 154,793,157.75 -17.61 105,391,179.2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3,043,380.64 123,519,229.03 -48.96 68,316,704.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581,359,547.97 3,453,900,635.16 3.69 3,299,107,477.4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4,086,655.85 609,429,122.60 -86.20 193,756,406.6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53 0.0671 -17.59 0.04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53 0.0671 -17.59 0.045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63 4.58 减少0.95个百分点 3.2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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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319,331.66 663,383,041.65 586,077,667.17 724,484,51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084,438.46 38,760,821.78 20,699,168.36 13,985,14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5,968,920.12 23,387,156.71 4,507,293.29 -819,989.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438,890.13 -143,218,309.41 78,464,179.36 100,401,895.77 

注：(1)公司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前三季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主导产

品风油精进入销售淡季，利润减少；二是浆粕产品受市场因素冲击，可变现净值下降，基于谨慎

性和必要性原则，公司年末对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报告期二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其他三个季度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一是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主要是收到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大幅增加；二是购买商品支付

的现金增加，主要是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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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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9,5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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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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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50,847,457 220,338,982 9.56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轻纺(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44,693,974 193,673,889 8.40 0 质押 78,000,000 国有法人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5,885,772 155,505,013 6.74 0 无 0 国有法人 

崔中兴 30,508,475 132,203,390 5.73 0 质押 132,203,389 境内自然人 

中信建投基金-中

信证券-中信建投

基金定增 10 号资

产管理计划 

30,508,474 132,203,389 5.73 0 无 0 其他 

方怀月 27,409,215 129,104,130 5.60 0 质押 109,143,370 境内自然人 

沈利红 9,011,465 110,706,380 4.80 0 质押 110,706,380 境内自然人 

福建省金皇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2,277,870 53,204,102 2.31 0 无 0 国有法人 

刘首轼 6,793,095 40,691,400 1.76 0 质押 40,691,400 境内自然人 

方蕾 16,940,000 16,940,000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第二、三、八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即福建省盐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另第一大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第二大股东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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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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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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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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9年，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在国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新发展

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等政策作用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从行业上看，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环保趋严和废纸进口新规等因素驱动，国内浆、纸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龙头企业优势愈发凸显，

供求关系得到改善,但是，受市场波动、产品市场需求回落、价格下降、原材料供给收紧等因素影

响，公司所属国内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利润水平同比下降，粘胶纤维行业市场总体呈疲软状态。 

报告期，公司沉稳应对浆、纸市场行情波动等不利因素，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紧贴市场，

及时主动调整原料及产品结构，积极开发竹浆应用和非水泥包装市场拓展，主导产品纸袋纸受益

于上半年价格稳中有升，产品毛利小幅增加；但是,受市场因素冲击，浆粕产品产销量及销售价格

较上年同期下降，毛利下滑。此外，公司光电、医药、纸制品加工等行业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子公司报告期经营业绩同比呈不同程度下降。因此，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 

报告期，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6.70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90亿元，同比下降 6.65%；实现

利润总额 1.59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0.37 亿元，同比下降 18.9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0.27亿元，同比下降 17.61%。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党对国有

企业的领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一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落实公司党委、基层党组织全

面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二是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同时运用“学习强国”等新载体，

不断丰富党建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三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党委主导选人用人，党组织负责人

由党委直接任命，经营管理人员由党委研究提名，提交董事会聘任；四是围绕监督执纪问责、实

抓廉洁教育、强化落实公司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发展环境。 

2019年，公司面临多重困难与压力，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确定因素增多，市场波动明

显，行业竞争日益剧烈；二是浆、纸主营区位劣势、原料成本高等瓶颈问题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

和效益的提升；三是新型制浆专利技术产业化转换整体周期超出预期，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滞后；

四是药业产业发展项目效益尚未显现，光电产业自主品牌和核心竞争能力有待于提升。为此，一

年来，公司时刻关注行业发展趋势，产品市场行情变化情况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结合企业实际，

组织谋划和修订发展战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探索实施原料和产品结构调整，积极开发销售市

场渠道。同时，苦练内功，夯实内部管理基础和设备改造，全面推进开源节流和提质增效工作，

稳步推进主营业务发展和项目建设。主要经营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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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浆纸核心业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强化设备管理，实施改造升级，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充分挖掘市场潜力，保持公司在纸袋纸细分领域的龙头引领地位。2019 年，公司纸袋纸

销量维持基本稳定，在非水泥包装用纸市场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2)坚持创新理念，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增强核心竞争力。以自主研发和合作研发相结合方式，

开展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创新转变发展方式。2019年，成功产出本色

和漂白竹浆板及竹浆粕，特别是竹浆粕已得到了客户的初步认可。报告期，子公司水仙药业入选

福建省 2019年第一批入库备案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并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3)强化物资采购机制，抓住成本控制要素，实现降本增效。一方面积极关注国家政策及原材

料市场价格变化，结合生产需求，加强物资计划管理，及时调整采购策略，努力做到“保供应、

降成本”；另一方面从生产内部探索运行方式，调控峰谷受电，调整原料结构，实现资源最佳运行

和配置。 

(4)着力构建依法治企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公司治理能力。持续推进完善内控制度建设，逐步

建立和完善信息化管理水平，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推进人才梯队建设。 

(5)注重绿色发展，走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抓好节能环保力度不松懈，重视环境保护，

做好环保工作，打造环保制浆、清洁制浆。目前,公司已取得 FSC 森林认证(FSC-COC 产销链监管

认证)，进一步拓宽了竹木原料浆纸产品生产销售渠道和市场信誉。 

(6)以项目为动能，培育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一是推

进产业链延伸，在广州设立下游子公司生产纸袋纸包装材料；二是进一步做大做强光电、医药产

业，助推子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水仙药业完成新武夷制药股权并购，深圳恒宝通公司完成东莞

子公司注册和实施生产制造基地建设，并合资设立马来西亚公司；三是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公司

参与投资设立了福建海峡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7)全面推进党建工作，不断夯实党建工作基础，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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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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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会计准则。 

(2)根据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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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和 2019年 9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

报。 

(3)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施行。 

(4)2019年 5月 16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

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施行。 

本公司根据上述准则及通知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中“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

变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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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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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 4月 19日，公司八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水仙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福建新武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0%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控

股子公司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福建新武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0%股份。报

告期，该股权并购事项实施完成，福建新武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

公司。水仙药业(建瓯)股份有限公司自设立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2)2019 年 7 月，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东莞市恒

宝通光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1,000.00万元，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东莞市恒宝通光电子有限公司自设立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3)2019年 10月，本公司出资设立广州青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公

司持股 100%。广州青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自设立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四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