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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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洪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金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董连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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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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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56,600,987.16 77,961,699,547.59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965,933,958.53 16,871,494,584.82 30.2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65,699,811.33 15.25% 16,572,058,544.35 1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4,998,648.94 115.84% 1,554,163,519.54 17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22,725,460.32 149.87% 1,264,536,544.14 22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120,091,496.30 6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93.33% 0.74 155.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93.33% 0.74 155.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1% 1.12% 8.80% 5.04% 

数据说明：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应扣除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可递延并累积至以后期间支付的利息的影

响。在计算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财务指标时，将永续债 2016 年 1-9 月份已孳生但尚未宣告发放的利息（金额

为人民币 114,645,792.35 元）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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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4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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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406,806.87  

债务重组损益 1,832,079.0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65,910,377.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29,580.49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10,599,543.68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481,835.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34,072.87  

合计 289,626,97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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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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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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2,567 户（其中 A 股 78,829 户，B

股 23,251 户，H 股 487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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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3% 293,003,657 0 质押 188,089,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3.26% 256,807,900 0   

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6% 140,662,9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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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 23,654,061 0   

博时基金－中国银行－平安人寿－平安人寿委

托投资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3% 18,000,000 0   

安邦资管－招商银行－安邦资产－招商银行－

安邦资产－共赢 3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91% 17,584,19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0.58% 11,156,4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卓越品牌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49% 9,500,000 0   

BBH A/C VANGUARD 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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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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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293,003,657 人民币普通股 293,003,657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56,807,9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6,807,900 

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140,662,979 境内上市外资股 46,44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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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上市外资股 94,215,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137,9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37,9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654,061 人民币普通股 23,654,061 

博时基金－中国银行－平安人寿－平安人寿委托投资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安邦资管－招商银行－安邦资产－招商银行－安邦资产－共赢 3 号集合

资产管理产品 
17,584,190 人民币普通股 17,584,19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11,15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56,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卓越品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0 

BBH A/C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8,608,238 境内上市外资股 8,60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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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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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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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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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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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信租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8% 8,000,000 0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利 136 号单

-资金信托 
其他 14.22% 6,400,000 0   

北京义本中兴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6% 6,1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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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1% 5,000,000 0   

莱芜市光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0% 4,500,000 0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7% 3,000,000 0   

新华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

－华鑫信托·民鑫 1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44% 2,000,000 0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4% 2,000,000 0   

山东东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4% 2,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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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份数量 

国信租赁有限公司 8,000,000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利 136 号单-资金信托 6,400,000 

北京义本中兴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100,000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银行泉心理财系列 6,000,000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 

莱芜市光阳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000,000 

新华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民鑫 11 号单一资金信托 2,000,000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山东东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

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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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1,858,415,373.03 1,072,990,234.05 73.20% （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510,195,162.57 2,893,133,653.86 55.89% （2） 

其他流动资产 9,882,868,253.14 7,582,839,356.54 30.33% （3）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7,421,600.75 1,242,358,865.33 -74.45% （4） 

应付票据 2,279,626,195.75 3,281,599,412.31 -30.53%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205,586,768.36 5,471,286,735.91 -41.41% （6） 

长期应付款 3,297,077,770.35 344,000,000.00 858.45% （7） 

专项应付款 481,039,716.66 176,983,516.66 171.80% （8） 

其他权益工具     7,060,300,000.00      2,582,800,000.00  173.36% （9） 

主要变化因素说明： 

（1）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73.20%，主要原因是本年度预付材料款增加。 

（2）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55.89%，主要原因是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融资租赁款增多和9亿元的委托贷款

将于一年内到期重分类。 

（3）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30.33%，主要原因是公司应收一年期融资租赁款增多。 

（4）其他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74.45%，主要原因是9亿元的委托贷款重分类到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5）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30.53%，主要原因是公司减少了开具票据支付货款。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较年初降低41.41%，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了20亿元公司债。 

（7）长期应付款较年初增加858.45%，主要原因是公司通过设备融资租赁款增加。 

（8）专项应付款较年初增加171.80%，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黄冈晨鸣收到3.04亿元政府专项款。 

（9）其他权益工具较年初增加173.36%，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45亿元优先股。 

（二）报告期损益指标同比发生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9月 2015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5,224,750.98 87,653,078.10 31.46% （1） 

资产减值损失 133,759,958.97 68,857,328.06 94.26% （2） 

投资收益 59,098,978.74 77,519,744.85 -23.7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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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331,382,681.55 145,464,747.36 127.81% （4） 

营业外支出 6,804,497.54 5,005,703.10 35.93% （5） 

所得税费用 406,419,988.73 293,576,753.60 38.44% （6） 

主要变化因素说明： 

（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长31.46%，主要原因是受产品提价和销量增加影响，公司收入增加。 

（2）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长94.26%，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富裕晨鸣提取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23.76%，主要原因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损失增加。 

（4）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127.81%，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5）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35.93%，主要是因为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增加。 

（6）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8.44%，主要原因是公司盈利能力增强。 

（三）报告期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9月 2015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120,091,496.30 -8,624,463,334.43 63.82%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895,903,143.36 -1,169,249,574.83 23.38%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4,698,016,246.43 9,447,300,758.44 -50.27% （3） 

主要变化因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加63.82%，主要原因是融资租赁业务对外投放净额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加23.38%，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到专项政府补助增加。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减少50.2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偿还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和私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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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非公开发行优先股4500万股，募集资金45亿元。 

2015年9月1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130号文件核准，发行不超过45,000,000股优先股。其中：

2016年3月17日，公司发行优先股22,500,000股，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3,875.00万元；2016年8月17日，公司发行优先股10,000,000股，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99,500.00万元；2016年9月22日，公司发行优先股12,500,000股，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4,375万元。 

2、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公司八届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和金额、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鉴于近期证券市场变化和公司实际情况，根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拟取消使用 150,000 万

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由不超过 520,000 万元（含 520,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370,000 万

元（含 37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投入年产 40 万吨漂白硫酸盐化学木浆项目。并于2016年9月27日披露了《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补充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批复，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 2016 年 09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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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一） 2016 年 09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补充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2016 年 09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第三期）发行情况报告书 2016 年 09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第二期）发行情况报告书 2016 年 08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发行情况报告书 2016 年 03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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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光

晨鸣

控股

有限

公司 

不进行同

业竞争 

(1)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光晨鸣控股"），无论单独、连同或

代表其自身或其他人士或公司，不会及不会促使其联系人（定义见香港联交

所《证券上市规则》）从事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任何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

称"晨鸣集团"）经营所在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或如属任何形式的电子业务，

在世界任何地区）进行的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或有可能与晨鸣集团不时进

行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独资经营、合资经营或

收购、直接或间接持有该等企业的权益或其他形式）；(2)若因业务需要寿光

晨鸣控股，无论单独、连同或代表其自身或其他人士或公司，从事与晨鸣集

团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时或得到任何与晨鸣集团业务有直接或间接

的任何商业机会时，寿光晨鸣控股尽力将促使晨鸣集团优先取得该等业务的

经营权利或将获得该等商业机会；(3)如寿光晨鸣控股违反上述承诺，其将对

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引起的任何损失作出弥偿。公司有权要求向寿光晨鸣控股

以市场价格或成本价格（以价格较低者为准）收购寿光晨鸣控股所持有的与

晨鸣集团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或业务；(4)寿光晨鸣控股承诺(不

会连同或代表其他人士或公司)会利用其在公司的控股股东（定义见香港联

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地位损害晨鸣集团及其股东之合法权益。 

2008

年 05

月 22

日 

9999

-12-

31 

严格

履行 

寿光

晨鸣

控股

有限

公司 

瑕疵物业 

(1)根据公司有关瑕疵物业规范计划，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

光晨鸣控股"）保证并承诺：根据公司的申请，对于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拥有

的在寿光市行政区域内的瑕疵物业，如果公司决定转让处置该等物业，且无

其他买受人，寿光晨鸣控股将参照相关的资产评估结果依法购买受让该等瑕

疵物业；(2)在公司依法处置转让该等瑕疵物业之前，如果因瑕疵事项导致公

司有任何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款及罚款及搬迁成本等），则该等经济

2008

年 01

月 16

日 

9999

-12-

31 

严格

履行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损失将由寿光晨鸣控股据实承担；(3)在公司之外埠（暨寿光市行政区域外）

的所属子公司的房屋、土地瑕疵物业的规范过程中，因权证不全的瑕疵事项

导致该等所属子公司被行政主管机关处以罚款或被责令搬迁，则因此产生该

等相关经济损失，经核实后均由寿光晨鸣控股依法据实全部承担。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公司 

非公开发

行优先股

过程中关

于填补回

报具体措

施的承诺 

考虑到本次优先股发行对普通股股东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保护普通股股东的利益，填补优先股发行可能导致的即期回报减少，

公司承诺将采取多项措施保证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

的风险，并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 

2016

年 03

月 25

日 

9999

-12-

31 

严格

履行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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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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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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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5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5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6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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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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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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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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