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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在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盛晓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盛晓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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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03,670,898.29 863,934,840.71 5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388,623.13 43,376,001.33 16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4,166,854.53 23,837,025.99 37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757,216.28 -62,195,655.32 29.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4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4 1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0.99% 1.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379,402,853.68 7,291,734,218.26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20,065,596.22 4,761,717,345.78 5.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0,642.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7,841.7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12,838.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948.1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3,302.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914.79  

合计 2,221,768.6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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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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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1,3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在龙 境内自然人 15.40% 178,200,000 133,650,000   

中信里昂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境外法人 0.67% 7,770,380    

孙宇实 境内自然人 0.45% 5,160,500    

罗伟健 境内自然人 0.42% 4,876,991    

中国国际金融香

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CICCFT9

（QFII） 

境外法人 0.40% 4,577,400    

中信期货－光大

信托·浦汇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中信期货价值精

粹 1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4,438,381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庚价

值灵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6% 4,117,647    

徐亚军 境内自然人 0.32% 3,759,371    

黄蓉 境内自然人 0.30% 3,500,000    

张力虹 境内自然人 0.30% 3,426,45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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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朱在龙 44,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50,000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7,770,380 人民币普通股 7,770,380 

孙宇实 5,160,500 人民币普通股 5,160,500 

罗伟健 4,876,991 人民币普通股 4,876,991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CICCFT9（QFII） 
4,577,400 人民币普通股 4,577,400 

中信期货－光大信托·浦汇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中信期货价值精粹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438,381 人民币普通股 4,438,38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

值灵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117,647 人民币普通股 4,117,647 

徐亚军 3,759,371 人民币普通股 3,759,371 

黄蓉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张力虹 3,426,455 人民币普通股 3,426,4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朱在龙先生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交易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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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100%，主要系股权转让所致； 

2.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1.09倍，主要系保证金、备用金增加所致； 

3. 存货较期初增加31.21%，主要系公司库存商品数量增加所致； 

4.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15.17倍，主要系公司马来西亚项目工程建设增加所致； 

5.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99.67%，主要系上年预付工程款所致； 

6.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57%，主要系支付2020年部分年终奖及住房公积金所致； 

7. 合同负债较期初增加81.51%，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8. 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72.76%，主要系已保理融资未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9.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76.63%，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 营业总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50.90%、41.94%，主要系公司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2.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53.04%，主要系根据会计准则将运输费用转列至营业成本所致； 

3.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65倍，主要系增加可转债利息费用所致； 

4.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73.68%，主要系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少所致； 

5.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0.38%，主要系上年减持股权取得收益较多所致； 

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系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列所致； 

7.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87倍，主要系应收款项坏账计提增加所致； 

8.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60.11%，主要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9. 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2.51倍，主要系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10.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9.98倍，主要系应纳税所得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66.60%，主要系赎回的理财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79.97%，主要系购买的理财以及工程建设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88倍，主要系工程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92.09%，主要系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35倍，主要系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6.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增加60.73%，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转让翔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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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公司全资孙公司景兴创投公司与自然人张加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景兴创投公司将在2021年通过

新三板大宗交易加银行转账的交易方式向对方转让持有的全部翔宇药业股权。截至本报告报出日，景兴创投公司已收到全部

股权转让款项共计3,463.87万元。 

 

2、关于景兴板纸公司股权变动的事项 

子公司景兴板纸公司外方股东澳大利亚西尔公司于2021年4月9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景兴板纸公司25%

股权以1,112.50万美元的对价转让给其关联方马绍尔群岛西尔公司，并已于2021年4月19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

股权转让为景兴板纸公司外方股东关联方之间的转让，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仍持景兴板纸公司75%的股权。 

 

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理财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发生额为4,000万元，报告期内取得的理财收益为：262,644.78元。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发生额为20,000元，报告期内取得的理财收益为：1,855,205.48

元。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索引如下： 

披露日期 公告标题 披露索引 

2021年1月4日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

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032473&announcement

Time=2021-01-04 

2021年1月8日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

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063615&announcement

Time=2021-01-08 

2021年1月30日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

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214789&announcement

Time=2021-01-30 

2021年2月6日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

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252129&announcement

Time=2021-02-06 

2021年3月16日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

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384119&announcement

Time=2021-03-16 

4、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收到地各项政府补助的金额为10,639,499.46元，明细如下： 

序号 获得补助的主体 提供补助的主

体 

补助项目 收到补 

助时间 

补助金额（元） 政策依据 计入会

计科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是否具备

可持续性 

1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

司 

国家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

值税即征即退 

2021/1/28 1,878,446.26  财税[2015]78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是 

2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

公司 

国家税务局 进项税额加计10%抵

减 

2021/1/19 10,579.11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

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

39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3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局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

税即征即退 

2021/1/28 439,765.65  财税[ 2016]  52  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是 

4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平湖曹桥街道 2020年智慧消防工程 2021/1/19 18,434.00  曹桥街道办事处主任 其他收 与收益相关 否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032473&announcementTime=2021-01-04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032473&announcementTime=2021-01-04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032473&announcementTime=2021-01-04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063615&announcementTime=2021-01-08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063615&announcementTime=2021-01-08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063615&announcementTime=2021-01-08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214789&announcementTime=2021-01-3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214789&announcementTime=2021-01-3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214789&announcementTime=2021-01-3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252129&announcementTime=2021-02-0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252129&announcementTime=2021-02-0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252129&announcementTime=2021-02-0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384119&announcementTime=2021-03-1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384119&announcementTime=2021-03-1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00601&stockCode=002067&announcementId=1209384119&announcementTime=202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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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办事处 安装补助 办公会议纪要（2019）

第12期 

益 

5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

公司 

国家税务局 进项税额加计10%抵

减 

2021/2/22 5,071.76  财政部、税务总局 海

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

39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6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

公司 

国家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手续费返还 

2021/2/2 1,664.21  财行〔2019〕11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7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手续费返还 

2021/2/2 68,918.95  财行〔2019〕11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8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

值税即征即退 

2021/2/25 1,534,817.79  财税〔2015〕78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是 

9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手续费返还 

2021/2/4 4,496.56  财行〔2019〕11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0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平湖市新曹经

营管理有限公

司 

垃圾分类设施补贴 2021/2/4 13,536.00  曹街〔2018〕83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1 南京景兴纸业有限公

司 

南京市溧水区

财政局国库支

付中心 

南京市工业企业技术

装备投入普惠性奖补

项目 

2021/2/2 333,000.00  南京溧水开发区发展

先进制造业补助政策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2 南京景兴纸业有限公

司 

国家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手续费返还 

2021/2/8 1,639.74  财行〔2019〕11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3 浙江景兴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家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手续费返还 

2021/2/2 1,375.14  财行〔2019〕11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4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

司 

国家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

值税即征即退 

2021/2/23 643,911.88  财税〔2015〕78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是 

15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

司 

国家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手续费返还 

2021/2/2 1,844.42  财行〔2019〕11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6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家税务局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手续费返还 

2021/2/5 14,244.48  财行〔2019〕11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7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

公司 

国家税务局 进项税额加计10%抵

减 

2021/3/15 5,239.07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

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

39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8 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

公司 

国家税务局 税控系统维护费全额

抵减 

2021/3/10 280.00  财税[2012]15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19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局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

税即征即退 

2021/3/5 806,400.00  财税[ 2016]  52  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是 

20 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平湖市曹桥金

地开发有限公

司 

“零土地”技改项目补

助分摊 

分摊一季度金

额 

19,795.00  平财企〔2017〕46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21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

司 

国家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

值税即征即退 

2021/3/19 1,477,459.24  财税〔2015〕78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是 

22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

司 

平湖市曹桥街

道办事处 

“零土地”技改项目补

助分摊 

分摊一季度金

额 

40,000.00  平财企〔2017〕46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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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

司 

平湖市曹桥街

道办事处 

节能降耗项目补助款

分摊 

分摊一季度金

额 

7,723.33  平财企〔2017〕48号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否 

24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税务局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

劳务增值税优惠 

2021/3/19 3,310,856.87  财税[2015]78 其他收

益 

与收益相关 是 

合计 10,639,499.46   --  -  --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朱在龙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避免与公司

同业竞争 

2006 年 09 月

15 日 
持股期间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朱在龙 其他承诺 

朱在龙先生

于 2015 年 7

月7日上午10

点前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

统完成增持

股份 30 万股，

同时追加承

诺：2015 年 7

月 7 日增持的

股份在 36 个

月内不减持，

限售期结束

后，减持产生

的盈利归公

2015 年 07 月

07 日 

2018 年 7 月 6

日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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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有，如有

亏损由本人

自己承担。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45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2.8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为126,260.61万元。 

马来西亚因疫情实施“行动限制令”并多次延长执行时间，使得公司马来西亚140万吨项目的审批受到影响。直至2020年

10月2日项目最终取得在马投资关键性政府审批批复即环保批复，在获得所有建设许可后，项目于2020年11月破土动工。公

司马来西亚140万吨项目分二期实施，一期为80万吨废纸纤维浆项目，二期为60万吨包装原纸项目，其中一期80万吨废纸浆

板项目为可转债的募集资金项目，2020年11月动工启动建设的为一期项目，同步建设二期基础工程及公用配套设施。报告期

内，公司第一批外派员工已经前往马来西亚实地参与项目的建设管理。本期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6,741.57万元，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49,892.81万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实际结余募集资金76,870.43万元。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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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000 4,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0,000 18,000 0 

合计 24,000 22,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3 月 02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国信证券：朱张

元、申银万国研

究所：柴程森、

国联安基金：唐

景怡、中银基

金：吴晓钢 陈

玮、财通证券资

管：郑子宏、光

证资管：刘一

鸣、吉渊投资：

陈晓伟、浙商证

券：李博华、富

国基金：宁丰、

黄嗣杰、东证资

管：谢成、国融

自营：张钰、金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4日

披露的调研活

动信息。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

l?stockCode=002067&

announcementId=1209

337115&orgId=990000

0601&announcementTi

me=202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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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基金：周雅

雯、国泰基金：

秦培栋、天风证

券：刘佳昆、肖

文劲、海富通基

金：赵莹洲、华

夏未来：张力琦 

2021 年 03 月 03

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前方基金：梁建

文、易方达基

金：崔欣、领策

投资：林东、中

金证券：孙翔

珂、招商基金：

曹晋文、华夏基

金：周欣、吴凡、

陆晓天、东证资

管：薛小飞、余

偲媛、银河证

券：张展源、中

国人寿养老基

金：周晶、中国

人寿养老保险：

李嘉琪、CICC：

房铎、龚晴、罗

凡、广发资管：

张蓝心、王莎、

中欧基金：李

波、海通资管：

王学思、李夏

添、万家基金：

董一平、平安资

产：黄奔茹、

China Galaxy：

张善学、国投瑞

银：宋璐、南方

基金：罗立晨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5日

披露的调研活

动信息。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

l?stockCode=002067&

announcementId=1209

345603&orgId=990000

0601&announcementTi

me=2021-03-05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在龙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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