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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 2022-039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景兴纸业 股票代码 0020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洁青 吴艳芳 

办公地址 浙江省平湖市曹桥街道 浙江省平湖市曹桥街道 

电话 0573-85969328 0573-85969328 

电子信箱 yaojq0518@126.com wyf226@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040,795,983.0 2,837,667,034.1 2,837,667,034.1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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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085,008.61 264,860,110.17 264,860,110.17 -5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7,436,859.08 263,424,708.62 263,424,708.62 -5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3,832,595.24 141,793,390.46 141,793,390.46 135.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3 0.23 -56.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1 0.21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5.34% 5.34% -3.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075,505,988.0

0 

7,940,283,181.9

7 

7,940,283,181.9

7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50,809,698.7

0 

5,434,184,833.3

4 

5,434,184,833.3

4 
2.1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 2021年第五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针对发生在商品控制权给客户之前，且为履行客户

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装卸成本，公司将其自销售费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1年 1-6 月财务报表的调整影响见下表： 

单位：元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1 年 1 月至 6 月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10,641,384.88 

销售费用 -10,641,384.88 

2021 年 1 月至 6 月现金流量表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641,384.8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641,384.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7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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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在龙 
境内自然

人 
14.93% 178,200,000.00 133,650,000.00   

洪泽君 
境内自然

人 
4.19% 50,000,000.00    

广东德汇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德汇优

选私募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1% 13,310,482.00    

广东德汇 其他 0.97% 11,56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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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德汇尊

享私募证

券投资基

金 

广东德汇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德汇尊

享九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4% 6,487,700.00    

孙宇实 
境内自然

人 
0.54% 6,464,461.00    

广东德汇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德汇尊

享六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4% 6,432,000.00    

广东德汇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德汇全

球优选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6% 5,507,100.00    

罗伟健 
境内自然

人 
0.41% 4,881,791.00    

刘金媛 
境内自然

人 
0.34% 4,00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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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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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浙江景兴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 

景兴转债 128130 
2020 年 08 月

31 日 

2026 年 08 月

30 日 
99,867.96 0.5%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8.92% 29.28% 

流动比率 2.61 2.93 

速动比率 2.08 2.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38 14.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0,743.69 26,342.4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5.13 29.31 

利息保障倍数 3.82 10.63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8.5 15.82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三、重要事项 

2022 年上半年，造纸行业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全行业经营状况较上年同期明显变差，纸及纸板生产量与上

年同期持平，约 6,100 万吨；据统计全行业上半年制浆造纸及纸制品企业 7,357 家，营业收入累计 7,375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3.26%；营业成本累计 6,49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12%；但利润总额累计 260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6.33%；资产总计 1.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5%；负债总额 9433 亿元，同比增长 3.72%；亏损企业 2,064 家，占

28.05%，同比增加 455 家。在进出口方面：2022 年上半年纸及纸板进口量 428 万吨，同比下降 28.24%；纸浆进口量

1476 万吨，同比下降 6.64%；废纸进口量 27 万吨，同比增长 14.63%；纸制品进口量 9 万吨，同比下降 40.40%。纸及纸

板出口量 419 万吨，同比增长 62.12%；纸浆出口量 9 万吨，同比增长 18.64%；纸制品出口量 240 万吨，同比增长

20.86%。 

报告期，公司面对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经营业绩承压，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克服交通运输管制、物流成本上

升、原料及能源价格上升、汇率变动导致的汇兑损益增加等诸多不利因素，以执行为准则，以结果为导向，树立超越客

户预期的心态，把服务做到极致，坚持以技术为依托，以品质求生存，以服务争市场，以效益谋发展，以工业化、标准

化、流程化的方式，以求存图变、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精神，以诚信服务的团队文化心态为核心，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包装

纸板、纸制品。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41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7.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56.17%，受成本上升的影响，公司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0.76%。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推进马来西亚项目的施工进度，受疫情影响，项目进度慢于前期规划进度，报告期，随着马来

西亚对疫情防控措施的放松，公司和施工单位通过调整用工，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加大员工招聘数量等方式，追赶进度，

根据目前的情况，预计第四季度开机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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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在龙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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