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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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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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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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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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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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丰特纸 600235 G特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名欢 严水明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甪里街70号民丰特纸董事

会办公室 

浙江省嘉兴市甪里街70号民

丰特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573-82812992 0573-82812992 

电子信箱 dsh@mfspchina.net dsh@mfspchina.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纸和纸制品（卷烟纸、格拉辛纸、涂布纸、热转印原纸以及透明纸等）的制造和

销售；造纸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和技术服务；机械配件的制造、加工。 



经营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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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一直秉承直销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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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拥有多条现代化造纸生产线，产品主要包括烟草系列用

纸、格拉辛系列用纸、涂布类用纸、热转印原纸以及透明纸等数百种规格用纸。 

行业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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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

数据显示，2020 年 1-12 月全国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产量为 12700.6 万吨，同比

增长 1.48%，是有统计以来产量最高的年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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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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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181,623,141.07 2,172,662,223.27 0.41 2,180,811,727.03 

营业收入 1,353,306,947.86 1,398,780,970.86 -3.25 1,517,894,68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8,548,596.54 12,797,365.91 279.36 10,024,02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7,535,958.82 -11,190,740.03   5,511,86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44,329,209.07 1,297,759,266.91 3.59 1,286,841,92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2,323,926.38 54,386,817.14 143.30 78,674,35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 0.04 250.00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 0.04 250.00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68 0.99 增加2.69个百分点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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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663,599.80 330,819,919.98 342,561,332.99 372,262,09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817,843.52 17,580,037.14 19,795,177.21 3,355,53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7,778,276.72 8,835,296.54 20,403,953.80 518,431.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982,353.56 -22,277,137.91 2,562,508.14 120,056,2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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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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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0 122,500,000 34.87 0 冻结 84,300,000 国有法

人 

姚督生 1,390,002 7,390,002 2.10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胡志平 2,158,200 2,590,500 0.74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汤超 1,691,301 1,691,301 0.48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张爱洁 1,416,335 1,416,335 0.40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杨日红 1,318,701 1,318,701 0.38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程从兴 1,250,000 1,250,000 0.36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宣琴 883,800 1,053,800 0.30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张忠芹 25,900 1,000,000 0.28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宿景顺 200,000 950,000 0.27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其余股东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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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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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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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助推企业正确高质发展。 

作为红船旁的老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司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推动企

业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坚持以聚力党员立项攻关为抓手，通过建机制、搭平台、抓

示范、促攻坚，努力打造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党委书记带头领办《强化引领激发

活力，多措并举力促发展》攻坚项目。全年党员攻关项目，完成达标 21 个，完成率 95.45%，同

比提高 16.28%。公司党员立项攻关活动在破解难点痛点、提升经济效益、强化基础管理等方面的

作用不断显现。 



2、夯实安环全面管控基础，推动企业绿色持续发展。 

在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前提下，扎实推进双重预防机制，落实重点岗位区域的监管，特

别是在疫情期间，坚决贯彻落实防疫相关工作，出色完成了上级主管部门确定的安全生产责任目

标，有力确保了公司生产经营平稳运行。环保方面，公司继续保持环境保护有效投入，清洁生产

和循环经济工作持续稳定推进，顺利通过环境管理体系再认证审核，2020 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做

到双控双达标。 

3、有序推进新区项目建设，稳定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2020 年，公司以调研开路、以实干破局、以开拓立新，有序推进民丰海盐新区建设。作为公

司一心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高效的统筹好海盐新区稳定生产和项目建设，是保持公司整体

运营效率的重要保障。报告期内，全体员工同心同德，协同推进，确保新区现有两台卷烟纸机工

况稳定，质量改进工作取得较好成效；建设中的透明纸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为进一步稳定企业

核心竞争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4、持续实施精益生产工作，切实保障生产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持续精益化管理理念，强化生产全过程管理，紧紧抓住产品质量、消耗、

成品率等重要指标监控，通过批次管理和质量追溯手段，确保生产稳定和挖潜降耗两手抓两手硬，

在疫情期间停车的不利情况下，全年实现产量 13.50 万吨，略低于年度目标，已属不易。在保证

正常生产的同时，公司还积极推进原辅材料替代的收资和实验，完成十数项原辅材料的上机中试

验证。此外，公司还在今年顺利完成了三体系换证复评、FSC 森林认证体系现场审核。 

5、坚持把控购销两端效率，确保经济效益稳步提升。 

采购方面，公司密切关注主要原辅材料木浆价格的市场走势，并对未来的价格趋势做出科学

合理的预判，经过集体决策，在浆价大幅上涨之前，完成较大当量的备库工作，保证了未来一段

时间的经济库存。销售方面，充分发挥销售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顶着疫情跑市场、争订单，努力

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点，最终实现销量较去年、年度目标相比，仅有微小差距，核心产品卷烟

纸、描图纸销量实现全年逆势增长，同比均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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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及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

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对原会计

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的通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其他未修



改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

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

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

计量给出 了明确规定。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应当根

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

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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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嘉兴市丰莱桑达贝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丰莱公司）、民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丰国际公司）、上海先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先数公司）、浙江嘉丰纸制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嘉丰公司）、杭州嘉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嘉丰公司）5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六和七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