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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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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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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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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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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91-83367773 

办公地址 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层 

电子信箱 279875009@qq.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5,313,540,061.01 5,107,381,818.14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546,675,236.18 3,453,900,635.16 2.6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4,779,419.28 327,477,399.19 -128.94 

营业收入 1,359,702,373.31 1,545,391,878.15 -1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2,845,260.24 126,940,300.78 -2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356,076.83 109,780,331.19 -45.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5 3.78 减少1.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3 0.0551 -26.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3 0.0551 -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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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8,024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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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

法人 

9.56 220,338,982 220,338,982 无 0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法人 

8.40 193,673,889 132,203,389 质押 78,000,000 

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

法人 

6.74 155,505,013 0 无 0 

沈利红 境内

自然

人 

5.73 132,203,390 132,203,390 质押 132,197,000 

方怀月 境内

自然

人 

5.73 132,203,390 132,203,390 质押 132,203,370 

崔中兴 境内

自然

人 

5.73 132,203,390 132,203,390 质押 132,20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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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5.73 132,203,389 132,203,389 无 0 

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

法人 

2.31 53,204,102 0 无 0 

刘首轼 境内

自然

人 

1.91 44,067,797 44,067,797 质押 39,312,000 

叶寿江 其他 0.60 13,849,30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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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即

福建省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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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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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在复杂的内外形势下，近年来国内经济再平衡取得进展，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受益于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环保政策趋严、治理力度加大等有利因素驱动，国内造纸行业市场供需关系有所改

善，行业集中度得到提升。但是，2019 年上半年，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和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从行业上看，受下游需求回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影响，公司所属国内造纸及纸制

品行业利润水平同比下降，粘胶纤维行业市场总体呈疲软状态。报告期，公司冷静应对浆纸市场

行情波动等不利因素，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紧贴市场，及时主动调整原料及产品结构，积极

开发竹浆应用和市场拓展，主导产品纸袋纸维持产销平稳态势，但产品毛利水平出现下滑；同时，

受市场因素冲击，公司浆粕产品产销量及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此外，公司光电、医药、纸

制品加工等行业子公司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报告期经营业绩也同比下降。因此，报告期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60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85 亿元，同比降低 12.02%；实现

利润总额 1.15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0.41 亿元，同比降低 26.47%；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0.93 亿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0.34 亿元，同比降低 26.86%。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 2017 年颁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14 号），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的金融工具准则。 

2、根据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非金融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对原会计报表列

报的项目进行相应变更。 

本公司根据上述准则及通知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详细内容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说明。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