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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 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15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
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
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原因说明：鉴于公司目前正处于稳
步发展阶段，公司盈利能力较弱并且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较低，该分红比例是
综合根据公司所处行业及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兼顾了公司可持续发展和对股东的
合理回报。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63,432,195.28 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0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 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51,3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5,269,50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数额占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10.85%。
如该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
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

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实现盈利 48,548,596.54 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63,432,195.28 元，上市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5,269,500 元（含税），
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报告期初，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经济运行，造纸行业同样不能幸免。随着防疫
取得阶段性成果和经济恢复，造纸生产和运行整体上呈现逐月向好的态势。公司
所处的细分领域中，卷烟市场用纸需求总量稳中略降，格拉辛纸市场及其他产品
市场竞争依旧激烈；多数以商品纸浆为主要原料的企业，得益于商品纸浆价格低
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后期商品纸浆价格逐步上扬，对行业前景造成负面影
响。报告期内，造纸行业整体运行好于上年，产销基本平衡。但受市场对纸张品
种需求变化和原料来源成本差异及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造纸企业生产和经济运
行出现分化。
（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处于稳步发展阶段，一方面不断夯实传统业务，提升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和开发产业链延伸业务，扩展发展空间。公司自成立以来，始
终围绕创造最佳效益这一核心目标开展企业各项经营活动；一直秉承直销为主、
经销为辅的经营模式，主要面向的客户包括全国各大中烟公司、各类标签制造商
和纸品经销商等。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总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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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306,947.86 1,398,780,970.86 1,517,894,687.08
48,548,596.54

12,797,365.91

10,024,021.02

1,344,329,209.07 1,297,759,266.91 1,286,841,923.79

132,323,926.38

54,386,817.14

78,674,351.20

报告期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较低且货币资金状况并不充裕（2020 年末货
币资金余额仅 1.5 亿元左右），目前公司处于发展关键时期，主要原料木浆价格
居高不下，加之新 8 号纸机及新 20 号纸机将进行技改升级，有较大资金需求（正
常年度经营资金加上技改升级项目资金需求约为 14 亿左右），为避免营运资金周
转困难的风险并使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结合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8 年
-2020 年），根据当期的实际经营情况及 2021 年的经营计划，公司拟订了 2020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
（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2020 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尽管
疫情形势有所好转，但因之产生的后续影响犹存），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均不
容乐观，加之主要原材料木浆价格居高不下，本公司的经营及风险管理均面临一
定压力，为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变化，更好保障公司稳健运行、纸机技改升级以及
转型升级需要，随时保持合理的现金储备水平。因此，本公司 2020 年度拟合计
分派现金股利 5,269,500 元，占本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的 10.85%。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8 年-2020 年）第三条第三款规定：“除未来十二个
月内有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等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
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应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每年母公司实现可供分配利润的 10%。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公司此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
上述规定。
（五）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本次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系根据当期的实际经营情况及 2021 年的经
营计划制定。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公司原材物料的采购、纸机升级技
改、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同时公司滚存适量的未分配利润
能相应减少公司对外借款，从而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实现公司有质
量、可持续发展和股东利益最大化。预计收益将不低于公司最近三年的平均盈利
水平。相关预计收益水平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竞争态势等多种因素影响。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该方案提
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认为：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现金分红水平合理性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了认真核查，对现金
分红水平较低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占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85%，低于 30%，主要原因是公司可供分配利润
较低且货币资金状况并不充裕（2020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仅 1.5 亿元左右），目前
公司处于发展关键时期，主要原料木浆价格居高不下，加之新 8 号纸机及新 20
号纸机将进行技改升级，有较大资金需求（正常年度经营资金加上技改升级项目
资金需求约为 14 亿左右），为避免营运资金周转困难的风险并使公司及股东利益
最大化，结合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8 年-2020 年），根据当期的实际经营情况
及 2021 年的经营计划，公司拟订了 2020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系根据当期的实际经营情况及 2020 年的经营计划制定；公司留存未
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将主要用于公司原材物料的采购、纸机升级技改、新产品新
工艺的研发、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同时公司滚存适量的未分配利润能相应减少公
司对外借款，从而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实现公司有质量、可持续发
展和股东利益最大化。预计收益将不低于公司最近三年的平均盈利水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是在综合考虑目前的所处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规划
的前提下制定上述现金分红方案。该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现金分红水平合理，兼顾了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8 年-2020 年）规定及公司长远发展需要。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现金分红对公司影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
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其他风险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以网
络互动的形式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届时将针对 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财
务指标以及现金分红方案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具体内容详
见《民丰特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临 2021-007)。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