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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88、200488                   证券简称：晨鸣纸业、晨鸣 B                   公告编号：2018-021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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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潘爱玲 独立董事 因身体原因 王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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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末普通股总股本 1,936,405,467 股为基数，向普通股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6 元(含税)，普通股股东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161,843,280.20 元。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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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7 年末优先股模拟折算普通股 774,526,678 股（每 5.81 元摸拟折合 1 股）为基数，向优先股股东模拟折算普通股

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6 元（含税），优先股股东派发浮动现金红利人民币 464,716,006.88 元，即优先股股东每股优

先股（每股面值 100 元）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33 元（含税）。 

报告期内优先股的利润分配情况 

分配时间 股息率 
分配金额（元） 

（含税） 

是否符合分配条

件和相关程序 
股息支付方式 

股息是否

累积 

是否参与剩余

利润分配 

2017 年 03 月 17 日 4.36% 98,100,000.00 是 现金 否 是 

2017 年 08 月 16 日 5.17% 51,700,000.00 是 现金 否 是 

2017 年 08 月 24 日 5.30% 119,277,108.41 是 现金 否 是 

2017 年 09 月 21 日 5.17% 64,625,000.00 是 现金 否 是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 股票代码 00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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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鸣 B 股票代码 200488 

晨鸣优 01 股票代码 140003 

晨鸣优 02 股票代码 140004 

晨鸣优 03 股票代码 140005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 股票代码 01812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代） 证券事务代表 香港公司秘书 

姓名 陈洪国 袁西坤 潘兆昌 

办公地址 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 2199 号 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 2199 号 香港中环环球大厦 22 楼 

传真 (86)-0536-2158008 (86)-0536-2158008 (852)-2501 0088 

电话 (86)-0536-2158977 (86)-0536-2158977 (852)-2501 0028 

电子信箱 chenmmingpaper@163.com chenmmingpaper@163.com kentpoon_1009@yahoo.com.hk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以造纸、金融、浆纤、矿业等产业板块为主体，同时涉足林业、物流、建材等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是造纸

行业内第一家同时拥有财务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的产融结合企业，是全国唯一一家A、B、H及优先股上市公司，企业经济

效益主要指标连续20年在全国同行业保持领先地位。机制纸业务、融资租赁业务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①机制纸业务 

公司是中国造纸龙头企业，在山东、广东、湖北、江西、吉林等地均建有生产基地，年浆纸产能1000多万吨，拥有全球

规模最大、工艺装备最先进的林浆纸一体化工程和数十余条国际尖端水平的制浆造纸生产线，产品逐步形成了以高档胶版纸、

铜版纸、白卡纸、轻涂纸、生活纸、静电复印纸、热敏纸、格拉辛纸为主导的高中档并举的八大系列产品结构。 

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认定CNAS浆纸检测中心等科研机构，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50余项，

其中发明专利12项；7个产品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35个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21项，承担国家级

科技项目5项、省级技术创新项目26项。在全国同行业率先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保体系认证和FSC-COC

体系认证。 

②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租赁公司自成立以来业务发展迅速，依托公司雄厚的资金实力，晨鸣租赁以卓越的业务方案设计能力、高度的信用

整合能力、优质的风险控制能力，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国际化、市场化的运作优势，谋求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在

服务于造纸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基础上，积极为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政府融资平台、优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学校、医院等提供融资、增值服务解决方案，大大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融资租赁业务主要开展售后回租模式。

目前融资租赁业务已经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构成部分，未来发展态势良好。 

（2）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基本情况 

①造纸行业 

造纸产业是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密切并具有可持续发展特点的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不仅

延续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而且稳中向好特征更趋明显。十三五规划对造纸行业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环保要求，陆续推行的

环保督查、排污许可证制度等表明环保行动趋严将成为行业的长期趋势，通过提高排放标准、严格限制企业规模与结构等措

施加大对造纸行业的约束，迫使落后造纸产能主动退出市场，大型龙头企业环保设施齐全且有明显规模效应，成为环保政策

下的真正受益者。 

随着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等政策的不断推进，环保政策持续趋严，造纸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进展顺利，新增产能主要来自

于大厂，将为部分企业带来商机和发展机遇，同时加速行业洗牌，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行业景气程度将持续不断提升。

受木桨、废纸、物流等成本推动影响，纸品价格上涨，龙头纸企凭纸浆库存以及自有制浆能力维持成本优势，盈利能力得到

改善，行业高景气度得到延续。 

公司是中国造纸龙头企业，世界纸业10强，年浆纸产能1000多万吨，企业经济效益主要指标连续20年在全国同行业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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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地位，在行业中具有突出的规模优势，在未来发展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作为国内首家A+B+H股及优先股上市公司，

晨鸣纸业拥有畅通的资本市场融资渠道，为公司未来项目投资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且公司机制纸业务的整体上市也使公司管

理较为规范，业务操作更加透明化，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②融资租赁行业 

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了《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上述意

见作为我国首个扶持融资租赁业的全国性政策为未来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融资租赁行业发展步入黄金期，据中国租赁联盟和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统计，截止2017

年底，全国融资租赁企业总数约为9,090家，比上年增加约1,954家；融资租赁合同余额达到人民币6.06万亿人民币，比上年

增长约13.70%。据中商产业研究院《2016-2021年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市场前景调查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显示，融资租赁行

业未来仍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复合增速，到2021年将有望达到人民币20.79万亿元，融资租赁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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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9,851,743,848.13 22,907,118,241.84 22,907,118,241.84 30.32% 20,241,906,131.81 20,241,906,13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69,325,450.93 2,063,986,822.25 1,998,578,788.75 88.60% 1,021,224,678.04 1,086,632,71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425,779,016.95 1,611,533,699.22 1,546,125,665.72 121.57% 719,891,359.63 785,299,39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766,042.93 2,153,049,269.84 2,153,049,269.84 -98.90% -9,721,363,524.30 -9,721,363,524.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0 0.99 0.95 78.95% 0.50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0 0.99 0.95 78.95% 0.50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0% 9.59% 9.23% 6.57% 6.73% 7.1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05,625,096,076.92 82,285,354,532.15 82,285,354,532.15 28.36% 77,961,699,547.59 77,961,154,94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7,778,529,074.90 22,218,808,367.43 22,218,808,367.43 25.02% 16,871,494,584.82 16,936,902,618.32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开始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本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收到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证书并发布公告公示，而公司年报公布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30 日，由于公司收到证书与公告时间相近，对湛江晨鸣 2015

年度仍按 25%的所得税率进行了预提所得税费用。而 2016 年 5 月，湛江晨鸣对 2015 年度所得税进行汇算清缴时，税务机

关同意 2015 年度按 15%的税率计缴所得税，并于 2016 年 8 月将多缴税款 65,952,632.95 元退回，公司收到后直接冲减了 2016

年度当期所得税费用，因此造成 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所得税金额发生差错，公司本年度进行了前期差错更正。公司 2015

年度按 15%的所得税率预缴税款，将会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递延所得税资产 544,599.45 元，减少 2015 年度所得税费用

65,408,033.50 元（其中，当期所得税费用调减 65,952,632.95 元，递延所得税费用调增 544,5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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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数据说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扣除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可递延并累计至以后期间支付的利息和经审议批准宣告发放的

其他权益工具—优先股股利的影响。在计算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财务指标时，将报告期内永续债利息人民币

153,140,000.00 元和宣告发放优先股股息人民币 333,702,107.35 元扣除。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274,273,821.63 7,474,961,185.61 8,179,965,762.07 7,922,543,07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2,517,923.91 1,042,996,914.32 966,000,240.51 1,057,810,37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5,479,547.22 1,007,815,010.99 927,544,638.20 874,939,820.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9,933,755.66 -2,313,008,012.73 2,499,802,074.06 1,636,905,737.2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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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94,435 户（其

中 A 股 74,291

户，B 股

19,731 户，H

股 413 户）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97,370 户（其

中 A 股 78,263

户，B股18,735

户，H 股 372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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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3% 293,003,657 0 质押 171,599,1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2.85% 248,867,250 0   

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54% 242,754,37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7% 40,137,9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0.61% 11,853,596 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44% 8,608,238 0   

焦延喜 境内自然人 0.37% 7,111,563 0   

陈洪国 境内自然人 0.35% 1,674,074 5,022,222   

LSV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FUND,L.P. 
境外法人 0.32% 6,102,800 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1% 6,088,07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外法人股东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国有法人股东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股东陈洪国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

经理。除此之外，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

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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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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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7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优先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义本中兴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8% 12,500,000 12,500,000 质押 12,500,000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利 167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2.44% 10,100,000 10,100,000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利 136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22% 6,400,000 6,400,000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银行泉心理财系列 其他 13.33% 6,000,000 6,000,000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1% 5,000,000 5,000,000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7% 3,000,000 3,000,000   

新华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 o

民鑫 1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44% 2,000,000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优先股股东"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利 167 号单一资金信托"

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利 136 号单一资金信托"属于一致行动

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优先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

述优先股股东与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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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晨债 01 112570 2022 年 08 月 21 日 120,000 6.50% 

2012 年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12 晨鸣债 112144 2017 年 12 月 26 日 380,000 5.65%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12 晨鸣债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完成债券的兑付付息，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披露的《“12 晨鸣债”2017 年兑付兑息及摘牌公告》。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12晨鸣债维持信用等级AA+，公司主体维持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稳定，2012年公司

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7）于2017年4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公司17晨鸣债01的信用等级

为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于2017年8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71.34% 72.58% -1.2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9.06% 10.01% -0.95% 

利息保障倍数 2.83 2.19 29.2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来自市场、环保、成本上涨等方面的压力，公司以“打造千亿企业、铸就百年晨鸣”

为目标，坚决贯彻落实“打造团队、严细管理、业务精湛、创出佳绩”十六字工作方针，拼搏进取，创新实干，全面提升质量

效益、管理水平、科技含量、幸福指数和品牌形象，圆满完成了全年的各项工作指标，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绩。 

2017年，公司完成机制纸产量510万吨、销量496万吨，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98.52亿元，同比增长30.32%；营业成本人

民币197.29亿元，同比增长24.97%；实现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45.36亿元、人民币37.69亿

元，同比增长75.62%和88.60%。公司资产总额达人民币1,056.25亿元。金融板块各项业务发展平稳，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风

险防控扎实有效。 

 

（一）经营管理实现新突破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销售系统坚决执行公司管理层的决策部署，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通过加强业务培训，完善考核办法和激励措施，以业绩为导向，关心员工生活等措施，销售队伍的战斗力明显提升，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加强市场运作，规范市场秩序，营销策略实用高效。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强化渠道建设，市场建设得到稳步提

升。 

（二）生产管理取得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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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基础管理的加强、团队建设的进步和员工操作技能的提升，生产系统整体稳定可控，持续向好。通过强化管控与

考核，全年各机台运行稳定高效。落实自制浆线提产工作，调整产品结构，重点开发生产高效益产品，优化工艺，推广应用

新技术、新原料，增加效益。 

（三）金融板块稳健运营 

金融板块通过积极拓展业务、严控风险，构建起了布局更加合理的金融业务体系。加强金融业务的集中管理，成立融资

租赁管理总部，新设成立上海、广州两家融资租赁公司和山东、广州保理公司，进一步化解业务风险，提高内部的管理水平

和盈利水平。通过发行30亿元永续债、12亿元公司债，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了负债结构。加大银企合作，通过与齐鲁银行

达成战略合作，与兴业银行、邮储银行等加大合作力度，新增授信180多亿元。 

（四）项目建设多点开花、如火如荼 

海鸣矿业菱镁矿项目一期已于2018年1月份成功投运；寿光美伦40万吨化学浆项目、51万吨高级文化纸项目以及黄冈晨

鸣30万吨木桨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以上项目投产后将对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推动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企业管理取得一定成效 

全面落实组织架构和薪酬体系的规划调整，职能管理进一步加强，薪酬激励作用更加明显。积极开展流程与信息化建设，

推进管理变革和体系升级。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体系，使基础管理有章可循。重点加强层级管理，制定管理办法，明确管理

职责，目前各层级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以提升，团队执行力逐步增强。积极完善薪酬激励，加大正激励力度，激发了团队

活力，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明显提高。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双胶纸 6,368,897,144.23 1,687,782,172.41 26.50% 28.25% 35.40% 1.40% 

铜版纸 5,489,860,030.01 1,683,355,216.65 30.66% 23.98% 47.64% 4.91% 

白卡纸 6,906,078,714.80 2,136,571,811.17 30.94% 145.27% 210.31% 6.49% 

静电纸 2,371,439,780.86 867,782,376.32 36.59% 12.52% 19.83% 2.23% 

防粘原纸 1,207,953,706.05 412,040,493.15 34.11% 19.66% 40.71% 5.10% 

融资租赁 2,376,560,324.10 2,094,193,985.08 88.12% 1.57% -1.24% -2.5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2016年 调整后 

增（+）减（-） 
变动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9,851,743,848.13  

               

22,907,118,241.84  

               

22,907,118,241.84  

                 

6,944,625,606.29  
30.32% 

营业成本 
               

19,729,190,475.09  

               

15,787,340,418.80  

               

15,787,340,418.80  

                 

3,941,850,056.29  
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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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69,325,450.93  2,063,986,822.25  1,998,578,788.75  1,770,746,662.18  88.60% 

说明：（1）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30.32%，主要原因是公司机制纸销量增加,销售价格上升。 

（2）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24.97%，主要原因是公司机制纸销量增加,原材料价格上升。 

（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88.60%，主要原因是公司前期通过产能优化升级，市场竞争力增强；

产品市场有所好转，产品价格同比提高，产品毛利率同比增加；通过加大市场开拓，产品销量同比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实施。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实施。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

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对实施日（2017年5月28日）存在的终止经营对可比年度

财务报表列报和附注的披露进行了相应调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之后，对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营业外收支。 

（2）会计估计变更. 

单位：元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原因及适用时点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公司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形成的债权自2017年12月29日

起由5‰-10‰计提坏账准备变更为以下方式计提坏账准备： 

①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在评估客户收回应收租赁款项的可能性时，分析客户支付

租赁款项的能力和意愿、客户的付款记录、租赁项目的盈利能

力、租赁资产的担保等情况；如有证据表明客户无还款能力以

及还款意愿不强烈，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

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②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减值准备 

期末，对每一单项租赁合同按照逾期及收回情况进行分

类，其主要分类的标准和计提损失准备的比例为： 

分类 分类依据 计提比例（%） 

正常 未逾期 0.30 

逾期 逾期90天（含）以内 5.00 

逾期90天-1年（含） 10.00 

逾期1年-3年（含） 30.00 

逾期3年-5年（含） 50.00 

本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临时

会议于2017

年12月29日

决议通过 

长期应收款 减少6,177,445.94 

资产减值损失 增加132,800,396.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增加45,914,608.78 

其他流动资产 减少172,537,5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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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5年以上 100.00 

③有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应收关联方租赁款项无法收回

外，本公司对应收关联方租赁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应收租赁款项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

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

回，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

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应收租赁款项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

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本公司子公司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开始申请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本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收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证书并发布公告公示，而公司年报公布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30 日，

由于公司收到证书与公告时间相近，对湛江晨鸣 2015 年度仍按

25%的所得税率进行了预提所得税费用。而 2016 年 5 月，湛江晨

鸣对 2015 年度所得税进行汇算清缴时，税务机关同意 2015 年度

按 15%的税率计缴所得税，并于 2016 年 8 月将多缴税款

65,952,632.95 元退回，公司收到后直接冲减了 2016 年度当期所得

税费用，因此造成 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所得税金额发生差错，

公司本年度进行了前期差错更正。公司 2015 年度按 15%的所得

税率预缴税款，将会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递延所得税资产

544,599.45 元，减少 2015 年度所得税费用 65,408,033.50 元（其中，

当期所得税费用调减 65,952,632.95 元，递延所得税费用调增

544,599.45 元）。 

更正 2016年度的财

务报表 

所得税费用（2016

年度） 

增加
65,408,033.50 

期初未分配利润

（2016年 1月 1日） 

减少
65,408,033.50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成

本(万元)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年末

被购买方的收

入（元） 

购买日至年末被购

买方的净利润（元） 

上海鸿泰房地产有

限公司 
2017.10 159,064.67 45.00 并购 

2017年11

月1日 

取得实质控

制权日 
485,784.40 -36,856,878.73 

 

②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暨新成立子公司9家，分别为上海晨鸣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广州晨鸣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山东晨鸣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州晨鸣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青岛晨鸣浆纸电子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许昌晨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晨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北京晨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年度合并范围减少2家：子公司寿光鸿翔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寿光晨鸣宏欣包装有限公司，原子公司寿光

晨鸣宏欣包装有限公司注销；对外转让吉林市晨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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