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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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6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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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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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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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鸣B 200488 

晨鸣优01 140003 

晨鸣优02 140004 

晨鸣优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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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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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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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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599,805,765.86 13,348,648,113.70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6,326,703.48 509,795,572.29 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7,882,116.23 303,144,996.21 -7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27,033,784.68 2,699,770,891.69 -1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 0.013 29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 0.013 29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0.21% 增加 0.6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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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34,079,672.06 97,958,909,935.15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07,632,671.76 25,169,743,863.7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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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债孳生的利息和优先股发放及已经宣告发放股利的影响。在计算每股收益、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财务指标时，将永续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孳生利息人民币 96,734,246.58 元和在 2020

年已发放和宣告发放的优先股股息人民币 270,776,073.42 元扣除。 

3、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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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60（其中 A 股 88,863 户，B 股

19,834 户，H 股 363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93% 445,396,128    质押 322,700,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2.51% 373,325,625 161,750     

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20% 364,131,56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02% 60,206,850      

陈洪国 境内自然人 1.04% 31,080,044 20,000,000 28,310,033 2,770,01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9% 23,434,111 10,195,648     

VANGUARD TOTAL 境外法人 0.49% 14,603,170 1,9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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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44% 13,121,946 209,589     

陈穗强 境内自然人 0.43% 12,800,000 1,789,8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0.42% 12,633,902 9,42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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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止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认购出资情况，认定

公司总股本变为 2,984,208,200 股。 

2020 年 7 月 15 日，授予被激励人员的 79,600,000 股限制性股票发行上市，陈洪

国先生持股数量变为 31,080,044 股。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445,396,128 人民币普通股 445,396,128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73,325,625 境内上市外资股 373,325,625 

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364,131,563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0,717,563 

境外上市外资股 153,414,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0,206,850 人民币普通股 60,206,8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434,111 人民币普通股 23,434,111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14,603,17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4,603,17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13,121,94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121,946 

陈穗强 1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12,633,902 人民币普通股 12,633,90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106 组合 10,679,175 人民币普通股 10,679,17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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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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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晨鸣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445,396,128 股人民币普通股，其中普通账户持有 

402,196,128 股，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3,200,000 股； 

陈穗强持有 12,8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其中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2,8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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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8 

持 5%以上优先股股份的股东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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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持

优先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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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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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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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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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示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59% 3,867,000 2,867,000   

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利得资本－利

得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1% 680,000 680,000   

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利得资本－利

得盈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1% 453,000 453,000   

所持优先股在除股息分配和剩余财产分

配以外的其他条款上具有不同设置的说

明（注 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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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之间，前 10 名优先股

股东与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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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利得资本－利得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与“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利得

资本－利得盈 2 号资产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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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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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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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8 月 17 日 2022 年 08 月 21 日 9,000 7.28% 

按年付息，到期

支付本金及最后

一期利息。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18 晨债 01 112641 2018 年 03 月 29 日 2023 年 04 月 02 日 35,000 7.60% 

按年付息,到期支

付本金及最后一

期利息。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网上发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 A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网

下发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18 晨债 01 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完成债券回售部分的本息兑付，并于报告期内完成本期债

券转售，转售数量为 3,500,000 张，转售平均价格为 100 元/张，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2 月 11 日、2 月 25 日、2 月 28 日、3 月 31 日、4 月 30 日及 6 月 1 日披

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

条款、可交换条款等特殊条款的，报

告期内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如适

用） 

17 晨债 01 及 18 晨债 01 均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

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3 年的票面利率和第 4 年末调整后 1 年的

票面利率；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

分回售给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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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1% 85.30%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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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73.49% 73.11% 0.38% 

速动比率 72.80% 76.24% -3.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75 2.20 2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 30%的主要原因： 

√适用□不适用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增加 2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息费用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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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受疫情的影响，造纸行业受到较大冲击，随着国外疫情的爆发使得海外纸制品需求受到抑制，加之国内市场纸

张需求自疫情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主要纸种价格下行压力大，整个造纸行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 

公司子公司武汉晨鸣、黄冈晨鸣位于疫情中心区，停产抗疫给公司整体业绩带来一定影响。但是公司其他主要生产基地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基本实现满负荷生产，浆纸一体化优势逐步显现，上半年公司各项经营指标较去年均有所增长，其

中：完成纸浆产量166万吨、机制纸产量275万吨，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59.70%、27.90%；实现营业收入136亿元，同比增长

1.88%；实现净利润5.16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 

下半年，随着疫情进一步控制，经济形势逐步恢复活力，市场需求逐步恢复正常，公司主要纸种价格将稳步提升，加之

木浆市场价格逐步回升，公司浆纸平衡的核心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公司的业绩将伴随国家经济的回暖、市场行情的复苏而大

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599,805,765.86 13,348,648,113.70 1.88%  

营业成本 10,185,300,033.31 9,754,097,799.82 4.42%  

销售费用 652,742,420.35 590,584,957.47 10.52% 报告期内运输费用同比增加。 

管理费用 491,987,245.33 562,417,399.25 -12.52% 报告期内折旧费用同比减少。 

研发费用 548,557,146.89 431,483,716.06 27.13%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力度。 

财务费用 1,346,217,562.46 1,516,848,723.80 -11.25% 报告期内公司利息费用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7,033,784.68 2,699,770,891.69 -13.81% 报告期内租赁公司净回收同比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823,534.32 -2,094,526,965.30 104.53% 去年同期公司支付南粤银行股权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4,384,197.10 -780,976,710.04 -296.22% 报告期内公司压缩债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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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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 2 家，为青岛晨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寿光晨鸣工业物流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 2

家，为晨鸣（海外）有限公司、晨鸣（新加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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