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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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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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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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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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股息 否 是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晨鸣 B 股票代码 000488、200488 

股票简称 晨鸣优 01、晨鸣优 02、晨鸣优 03 股票代码 140003、14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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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中文名称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中文简称（如有） 晨鸣纸业 

公司的外文名称（如有）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的外文名称缩写（如有） SCPH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陈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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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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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749,235,007.24 10,606,358,733.02 2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45,514,838.23 939,164,870.60 8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23,294,558.21 741,811,083.82 11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12,941,768.39 -2,697,509,853.04 -52.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 0.45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 0.45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4% 5.89%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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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68,113,395.50 82,285,354,532.14 1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755,800,238.01 22,218,808,367.43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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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的利息人民币 76,570,000.00

元和在 2017 年 3 月、6 月支付的优先股股息人民币 217,377,107.35 元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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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35 户（其中 A 股 74,291 户，

B 股 19,731 户，H 股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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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43,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2.87% 249,125,250 0   

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64% 225,33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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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优

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23,300,839 0   

安邦资管－招商银行－安邦资产－共赢

3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95% 18,417,737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0.56% 10,853,596 0   

BBH A/C VANGUARD 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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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幸 境内自然人 0.38% 7,410,100 0   

陈洪国 境内自然人 0.33% 6,43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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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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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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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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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 A 股

293,003,657 股、B 股 123,413,881 股、H 股 101,920,000 股，持股比例为 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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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7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优先股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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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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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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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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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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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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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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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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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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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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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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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79.80% 76.57% 3.23% 

资产负债率 74.78% 72.58% 2.20% 

速动比率 68.48% 66.16% 2.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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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04  3.14  28.66%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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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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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2016年下半年以来，受木浆、废纸、物流、煤炭等成本推动影响，国内造纸企业迎来涨价潮，产品全面提价，行业景气度持

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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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的管理理念，全面做好稳运行、促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职工等各项工作。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完成机制纸产量256万吨、销量244万吨，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37.49亿元，同比增长29.63%；营业

成本人民币91.71亿元，同比增长2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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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9亿元、人民币17.46

亿元，同比增长68.60%和85.86%。公司资产总额达人民币917.68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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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管理提档升级 

严格执行管理咨询公司和信息化公司制定的进度计划，学习接受其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借助外部专业力量，企业管理水

平明显提升。加强层级管理、技能培训，打造优秀的员工队伍，提升了综合管理能力。 

2、狠抓经营管理 

规范市场运作，根据市场情况及时提价，同时通过产品结构调整、高效益产品投放、近距市场投放、低效益单位扭亏等

措施，增加效益。通过加大预付款操作、客户签约销售、易货贸易等措施控制资金占用，提升经营质量。全力清收欠款，继

续完善抵押担保，规避风险。 

3、狠抓生产与项目管理 

生产运营要在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着力提高管理层次水平，紧紧抓住效益发挥、研发创新、环保安全等方面开展工

作。上半年共生产高附加值产品30余项，重点开发生产低克重白卡纸、铜版卡、名片卡、高档白卡纸、食品卡等高附加值产

品。通过优化浆料结构，降低化学品用量，引进新原料，推广应用纸张表面增强等技术，增加效益。实施安全标准化管理，

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做好环保工作，设置内控指标安全系数，严格管控，确保达标排放。海鸣矿业一期项目进入攻坚阶段；

黄冈晨鸣林浆一体化、40万吨化学木浆等在建项目，严格按计划节点推进。 

4、狠抓财务资本管理 

配备专业力量，完善业务风险控制制度，建立客户分类评价体系，融资及项目投放纳入集团统一管理，防范业务风险。

完善金融板块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考核机制；强化干部员工思想教育和综合素质培训，提升团队凝聚力。通过租赁公司新

增净投放、财务公司通过扩大同业合作规模，开展产业链金融等新业务品种，增加效益。 

5、狠抓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信息化平台及国际招标网建设按计划推进，全面提升采购信息化管理水平。加强大宗原料源头采购，与优质客户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降低了采购成本。发挥浆纸电子商品交易中心作用，建立国内纸浆的仓储物流集成化供应链体系。严格按照统

筹付款流程，提高承兑支付利用率，推进电子商票业务合作。寿光晨鸣国际物流中心项目一期建设、青岛创新产业园项目主

体按计划进行。推进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结合，利用信息平台整合物流资源，打造智能物流体系。

充分利用监管场站、保税仓库等现有设施的功能，为企业客户量身定制综合性物流服务方案。 

 

（一）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749,235,007.24 10,606,358,733.02 29.63% 
主要是因为公司机制纸销量增加，价格

提高。 

营业成本  9,171,066,988.49   7,263,967,310.23  26.25% 主要是因为公司机制纸销量增加。 

销售费用 641,498,275.35 573,734,657.05 11.81% 主要是因为公司机制纸销量增加。 

管理费用 856,354,999.17 694,013,827.38 23.39% 主要是因为公司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1,055,396,506.36   968,343,561.61  8.99% 主要是因为利息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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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331,253,327.08 307,031,422.46 7.89% 主要是因为公司盈利能力提高。 

研发投入 446,835,957.44 305,617,867.77 46.21% 
主要是因为公司为扩大市场，加大了研

发投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2,941,768.39  

 

-2,697,509,853.04 -52.47% 
主要是因为公司加大了票据使用力度，

减少了应收票据贴现。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428,930.29 -840,208,267.12 56.75% 
主要是因为公司本年对广东德骏增资

和增加了对森达美西港的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5,392,453.07 

 
5,225,021,178.25 -3.8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41,630,376.91 1,679,333,857.39 -73.70%  

 

（二）发展战略 

面向未来，公司将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总基调，以《中国制造2025规划》为指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促进生产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产融结合、工业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为主线，进一步转方式、调结构，

全面提升质量效益，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全面提升科技含量，全面提升幸福指数，全面提升品牌形象，推进公司做强做优做

大，力争“十三五”期间实现利税过百亿，建成最具成长性的世界一流企业集团。 

 

（三）2017年下半年经营计划 

2017年下半年，公司工作的总体要求仍然是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打造团队、严细管理、业务精湛、创出佳绩”

十六字工作方针，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的管理理念，全面做好稳运行、促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职工等各项工作。主

要措施如下： 

1、狠抓企业管理实现提档升级 

借助外部专业力量，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严格执行管理咨询公司和信息化公司制定的进度计划，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力

配合好外部专业公司的工作，学习接受其先进的理念和方法。 

重点抓好团队建设，提升综合管理能力。一是加强层级管理：发挥各层级管理作用，塑造各负其责、富有活力的干部梯

队。二是加强技能培训：从思想品德、业务技能、理论知识等方面进行分层级培训，打造优秀的员工队伍。 

2、狠抓经营管理强化市场运作 

加强市场运作，根据市场实际及时提价，同时通过产品结构调整、高效益产品投放、近距市场投放、低效益单位扭亏等

措施,增加收入。通过加大预付款操作、客户签约销售、易货贸易等措施控制资金占用，提升经营质量。 

坚决配合管理咨询公司和信息化公司的工作，根据销售架构明确岗位职责，制定标准流程，管控要点全面实行机控，提

升销售管理水平。 

全力清收欠款，力争清欠户全部结清。继续完善抵押担保，规避风险。 

3、狠抓生产管理推动创新增效 

生产运营要在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着力提高管理层次水平，紧紧抓住效益发挥、研发创新、环保安全等方面开展工

作。全面实施层级评比办法，激发团队活力，严抓基层培训工作。全力配合信息化公司，落实生产过程机控预警、考核。引

进高端技术人才，提高团队研发能力；全力推进科技创新，申报国家专利20项。调整产品结构，重点研发推广本色生活纸、

防伪白卡纸、烟卡等高附加值产品。引进新原料，推广应用纸张表面增强等技术。严抓产品质量，配合销售落实提价增效工

作。实施安全标准化管理，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做好环保工作，设置内控指标安全系数，严格管控，确保达标排放。 

4、狠抓项目管理确保质量进度 

一是确保海鸣矿业一期项目按时投产；二是抓好黄冈晨鸣林浆一体化、寿光晨鸣化学浆等在建项目，严格按计划节点推

进。 

5、狠抓财务资本管理实现稳健增长 

将风险管理作为财务资本管理的首要工作。配备专业力量，完善业务风险控制制度，建立客户分类评价体系，融资及项

目投放纳入集团统一管理，防范业务风险。 

落实资本性融资，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落实中长期直接融资，防范流动性风险。 

完善金融板块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考核机制；强化干部员工思想教育和综合素质培训，提升团队凝聚力。通过租赁公

司新增净投放、财务公司通过扩大同业合作规模，开展产业链金融等新业务品种，增加效益。 

6、狠抓供应链管理增创贸易收入 

配合管理咨询公司及专业信息化公司的工作，全力做好信息化平台及国际招标网建设，全面提升采购信息化管理水平。

重点抓靠大宗原料源头采购，与优质客户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加强市场分析，提高行情分析判断能力，降低采购成本。发挥

浆纸电子商品交易中心作用，建立国内纸浆的仓储物流集成化供应链体系。开拓市场销售渠道，增加贸易额。严格按照统筹

付款流程，提高承兑支付利用率，推进电子商票业务合作。 

7、狠抓物流管理推进资源整合 

梳理组织架构，引进物流专业人才，推动集团大物流事业改革。确保寿光晨鸣国际物流中心项目一期建设、青岛创新产

业园项目主体按时完工。推进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结合，利用信息平台整合物流资源，打造智能物

流体系。充分利用监管场站、保税仓库等现有设施的功能，为企业客户量身定制综合性物流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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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切实关爱员工提高员工福利 

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切实提高员工收入，确保员工工资水平在当地、在同行业中保持较高水平。参照知名企业做法，

提高员工宿舍标准化水平，要进一步完善宿舍基础设施。组织开展体能锻炼与测试工作，督促员工提高身体素质。抓好绿化

美化，创建花园式厂区，为员工创造更加舒心的工作环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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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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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新成立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青岛晨鸣浆纸电子商品

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7.05 

从事浆纸、成品纸、造纸辅料等的现货交易、贸易及

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纸浆、纸张及纸类产品等、仓储

服务、物流分拨、经济信息咨询等。 

3,000.00 100% 

许昌晨鸣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7.04 

纸浆、成品纸、纸制品的包装和生产；热电的生产与

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利用；再生物资回收等。 
40,000.00 60% 

山东晨鸣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2017.06 

国内保理、出口保理及商业保理的相关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资产评估服务。 
20,000.00 100% 

 

②处置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

款 

股权处置比

例 

股权处置方

式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

点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财务报

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元） 

吉林市晨鸣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0 100% 转让 2017.05 股权转让协议 480,189.88 

 

③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取

得的权益比例 

构成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确定依

据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元） 

寿光晨鸣宏欣包装有

限公司 
100% 

均为山东晨鸣子

公司 
2017.06 

工商、税务登记注

销完毕 
0 -92,680.78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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