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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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9,374,629.31

元，公司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67,930,846.47 元，年末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

-28,556,217.16 元，年末资本公积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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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末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负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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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木浆、浆粕、纸袋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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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及国内外贸易环境多变等因素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作为

我国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之一的造纸行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的产量及利润总额呈现“由负转正、逐

季加快”的走势。2020 年一季度受疫情波及影响，造纸行业面临原材料不足、复工复产延迟、物

流运转困难、外贸下滑、市场需求不足等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造纸和纸制品业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5.5%，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同比下降 12.4%。进入二季度以来，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成效逐步巩固，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进入四季度，受“禁废令”及“限塑令”等政

策因素叠加影响，市场需求逐步回暖，拉动了纸浆及机制纸价格上涨，造纸行业景气度提升，主

要指标实现由负转正，逆势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12 月，全国造纸和纸制

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826.7 亿元，同比增长 21.2%，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为 12,700.63

万吨，是建国以来产量最高的年份。 

造纸行业作为中游制造行业，上游对接纸浆、下游是包装行业。近年来，受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影响，造纸行业也开启了由粗放式生产向集约式发展模式的演进，在社会需求升级、环保政策

加码、技术持续进步、资源供给变化的共同驱动下，低端产能加速去化，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行业格局持续优化。同时，随着“限塑令”、“禁废令”等政策实施，浆纸行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

空间，循环、低碳、绿色经济成为行业新的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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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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5,492,871,963.47 5,528,173,089.25 -0.64 5,107,381,818.14 
营业收入 2,495,383,842.85 2,670,264,553.27 -6.55 2,860,507,313.72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2,484,872,156.71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6,534,937.18 127,529,572.03 -39.99 154,793,157.7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8,435,829.20 63,043,380.64 -398.90 123,519,229.0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630,645,780.08 3,581,359,547.97 1.38 3,453,900,635.1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8,674,460.25 84,086,655.85 -6.44 609,429,122.6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32 0.0553 -39.96 0.067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32 0.0553 -39.96 0.067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11 3.63 减少1.52个百分
点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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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440,497.96 670,813,184.69 770,076,083.20 652,054,07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477,429.18 3,257,594.07 7,575,964.37 83,178,80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3,870,920.18 -12,192,956.89 -8,121,676.55 -134,250,275.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5,471,594.63 -74,611,379.03 -38,005,130.22 266,762,5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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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公司高发厂房因城市更新搬迁涉及的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2、公司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前三季度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公司计提超声波专利技术资产减值准备。 

3、公司第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前三季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商品收到

的现金大幅增加，系四季度以来市场需求逐步回暖，销量及纸浆价格逐步回升，同时四季度收到

前期大量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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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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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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20,338,982 9.56 0 无 0 国有法

人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0 193,673,889 8.40 0 无 0 国有法

人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155,505,013 6.74 0 无 0 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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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32,203,389 5.73 0 无 0 其他 

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0 53,204,102 2.31 0 无 0 国有法

人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18,390,000 18,390,000 0.80 0 无 0 其他 

方怀月 -112,037,330 17,066,800 0.7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范睿 13,000,000 13,000,000 0.5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寿刚 10,146,035 10,146,035 0.4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刘首轼 -32,771,780 7,919,62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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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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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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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加强

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一是进一步推

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履行党建工作主体责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二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持续兴起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热潮，组织开展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在福州》等采访实录学习宣讲

活动和专题党课，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同时强化利用“学习强国”

等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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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深化落实“两

个责任”，夯实管党治党基础，强化廉洁教育，做好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发展环境。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国内外复杂市场和不确定性因素叠加的形势，公司面临的困

难与压力进一步加大：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进口产品冲击，国内浆、纸市场一度低迷，产品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价格下滑，公司盈利能力受到挤压；二是现有浆纸系统装备水平和浆碱纸平衡能力很大程度上制

约公司规模效益的提升；三是新型制浆技术成果产业化整体周期超出预期，影响了募投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闲置；四是药业、光电产业营销机制改革，破解原料供应端垄断，自主研发创新和自主

品牌建设等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此，一年来，公司密切关注全球疫情，水泥包装袋新标准即将

实施、“限塑令”及“禁废令”等政策对国内浆纸市场的影响，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工作，不停工，不停产，以“防疫情、降成本、调结构、促销售”为主线，以重点专项工作为

抓手，充分挖掘内部潜力，积极落实提质增效举措，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完善内控体系，推进产

品多元化和产业链延伸，努力实现年度经营目标。主要经营措施如下： 

1、持续夯实浆纸业务，推进产品多元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通过实施现有设备改造升级，加快生产系统新旧动能转换，推进 FSC 森林认证等手段提高产

品质量，提升品牌的美誉度和客户粘性，巩固公司在纸袋纸细分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同时，积极

拓展新型包装用纸（非水泥包装）市场，进一步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利用福建省及周边丰富

的竹资源优势，深入竹浆纸制品的市场开发和产品应用领域的拓展。报告期，公司国内纸袋纸市

场占有仍居行业龙头地位，新型用途包装用纸（即非水泥包装用纸）的销售实现递增，产品年销

售量首次超过 10 万吨；完成 FSC-COC 产销监管链认证，并推进 FSC-FM 竹林认证；成功开发环保

伸性纸袋纸并获市场认可，本色和漂白竹浆板及竹溶解浆市场推广成效明显，特别是竹浆在纸模

快餐盒及生活用纸方面的应用取得突破。 

2、优化原料结构，拓展物资采购渠道，降低原料成本 

调整原料结构，改变传统单一木片利用模式，充分挖掘福建省丰富的毛竹及省内马尾松疫材

资源，化区位劣势为资源优势。继续强化物资采购管理体系建设，注重市场信息的收集和调研，

增强市场预见性，及时调整采购策略，积极创新采购思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构建“互联网+采购”

模式，降低了原料成本，采购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得到提升。报告期，公司正式上线阿里巴巴网

采平台，并推出公司木材供应微信公众号平台，管理水平得以提升。 

3、严控成本，开源节流两手抓，促进降本增效 

面对疫情发生时公司主营纸袋纸产品价格下滑、毛利收窄的严峻形势，公司及时提出以“眼

睛向内、厉行节约、持续挖潜、降本增效”的指导思想，发挥全体员工主观能动性，练好内功，

在全公司组织开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专项活动，尽最大努力压降成本费用，形成责任联动

机制，层层压实，报告期，公司生产及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下降。 

4、加快技术创新，以市场为引领，注入新生动力 

加大研发投入，校企合作，持续深入推动竹浆粕的开发试验和测试研发，以及莱赛尔纤维浆

纤一体化项目技术合作，找寻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做好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的申报工作。报告期，公司针对周边丰富的毛竹资源，通过技术创新

及流程再造，成功自主研发并生产竹本色浆、竹漂白浆等系列产品，突破了毛竹碱法制浆造纸技

术难题，并申报多项发明专利，掌握了毛竹溶解浆生产技术，并实现规模化清洁生产。 

5、做好安全环保管控，坚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环保管控，完善和落实防疫措施常态化管理。坚持绿色可持续发

展理念，积极推广竹材制浆造纸，以竹代木，构建低碳、环保、可持续、全价利用的“竹-浆-纸”

一体化绿色产业链。同时，加强源头管理，加大安全环保投入，抓好安全教育培训与安全队伍建

设，强化全体员工的安全环保观念，认真处理好安全环保与企业发展、员工安全的关系，促进企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报告期，为更加规范公司固废处理，提高资源再利用效率和环保管理水平，

推进子公司三明青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保管理建设。 

6、完善内控体系，强化法治建设，提高企业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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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完善内控制度，积极推动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制度，优化法务管理信息化管理，建立健全风险防范管理体系和保密机制，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

风险防控能力。 

7、以项目带动发展，提升综合竞争能力 

一是协同沙县政府规建的绿色纤维产业园一期工程顺利推进，为实现“龙头带动补链成群”

的战略布局，成功迈出关键一步；二是子公司广州青纸成功受让进口制袋线一条，有效推进公司

浆纸产业链的延伸；三是子公司水仙药业强化药业布局，成功进军中成药行业，积极推进上游原

料药研发，无极膏产品销量开始实现恢复性增长；四是子公司深圳恒宝通推进“1+3”母子公司架

构（深圳+北京、东莞、马来西亚）战略布局，为加快研发平台建设，推动自我品牌培育奠定了基

础，恒朴光电自主品牌研发取得了较大进展；五是公司拥有的深圳高发厂房资产纳入政府城市更

新，签订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资产质量与价值大幅度提升。 

8、加强党建工作，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持续加强党建工作，做好正面宣传和引导，夯实党建阵地。组织落实各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化党内廉政教育，

把好干部提拔廉政关口，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为树立风清气正的企业政治生态和推动公司健

康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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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5 日，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

22 号），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2)2020 年 6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

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 

(3)2019 年 12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

自 2020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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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请参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

报告”中“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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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本附注九、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