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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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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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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鹰纸业 60056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昊悦 暂无 

电话 021-62376587 暂无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272号虹桥商务大厦6楼F座 暂无 

电子信箱 stock@shanyingpaper.com 暂无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3,378,293,722.21 20,048,927,528.60 1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02,690,341.57 8,376,533,209.77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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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508,865.86 257,727,206.39 -204.96 

营业收入 7,461,480,565.41 5,402,812,334.84 3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6,230,518.68 149,963,625.21 45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4,883,720.78 117,002,046.93 587.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9 2.42 增加6.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15 0.0398 356.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15 0.0398 3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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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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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8.08 1,278,199,650 0 质

押 

1,155,860,000 

厦门国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国贸资管定增二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4.32 196,470,588 196,470,588 无 0 

安信乾盛财富－浙商银

行－长江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4.31 196,078,431 196,078,431 无 0 

中欧盛世资管－浙商银

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未知 4.31 196,078,431 196,078,431 无 0 

吴丽萍 境内

自然

人 

2.69 122,414,516 0 质

押 

100,000,000 

泰达宏利基金－中国银

行－泰达宏利中益定向

增发专户分级资产管理

未知 2.58 117,254,903 117,254,903 无 0 



计划 18号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盛锦 30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未知 1.53 69,510,509 0 无 0 

林文新 境内

自然

人 

1.41 63,972,666 0 质

押 

58,000,00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长安信托－长安

投资 612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92 42,027,82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财通多策略升级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4 33,725,490 33,725,49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吴明武、徐丽凡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吴丽萍系吴明武的妹妹，林文新系吴明武

的妹夫。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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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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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公

司债券 

12 山

鹰债 

122181 2012 年 8 月 22

日 

2019 年 8 月 22

日 

8 7.50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 

16 山

鹰债 

136369 2016 年 4 月 13

日 

2023 年 4 月 13

日 

10 5.3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6082   0.579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77   3.3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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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经过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61 亿元，

同比增长 38.10%，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73.63 亿元，其他业务收入 0.9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8.26 亿元，同比增长 450.9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1 亿元，同比下降

204.96%。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33.78 亿元，较期初增长 16.6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1.03 亿元，较期初增长 8.67%。 

（1）原纸产量 176.91 万吨，销量 168.99 万吨，产销率 95.52%，其中新闻纸产量 7.68 万吨，

销量 7.66 万吨，产销率 99.74%； 

（2）瓦楞箱板纸箱产量 4.88 亿平方米，销量 4.89 亿平方米，产销率 100.20%。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造  纸 5,350,107,433.22 4,016,367,657.27 24.93 36.89 26.09 6.43 

包  装 1,585,475,455.59 1,360,921,594.16 14.16 26.90 24.56 1.61 

商品流通 372,535,163.14 354,974,335.92 4.71 130.95 121.30 4.15 

其  他 54,862,768.19 16,355,913.70 70.19 200.99 116.10 11.71 

小  计 7,362,980,820.14 5,748,619,501.05 21.93 37.95 29.31 5.22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发展规划，深化战略布局，注重精益生产，提升人才效益，加强创

新研发能力、打造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开展工作： 

（一）紧盯公司战略目标，促进核心产业协同发展 

公司通过内外部战略分析，逐渐明晰公司的产业组合战略，进一步定义核心产业的业务战略

及增长创新举措，明确各产业的商业模式和总体目标。 

（二）推进 SAP 系统开发建设，提升公司信息化整体水平 

公司包装 SAP 二期实施，10 家包装企业 SAP 系统顺利上线，并启动包装 SAP 三期项目的实施。

公司积极打造一流的信息化企业，现已完成 BPIT 项目预研机制的编制，启动流程信息化项目共 14

个，并完成总部钉钉系统上线等系统实施工作，公司各项业务板块 IT 系统的完善，将有力支撑业

务发展与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加强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 

公司依托山鹰学院，系统开展人才队伍培养工作。2017 年上半年根据鹰+培训体系，继续以

管理人员、专业技能人员为主，通过外派培训、外聘讲师授课、内部分享、外出交流学习等形式

开展各类培训工作。2017 年 5 月起公司举办了“山鹰大讲坛”系列培训活动，对内开展了《内部

控制与内控手册》、《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和《供应链如何助力企业集团提升绩效》

等培训。为提高中层干部管理水平，马鞍山造纸运营中心举行 MTP 中层管理才能发展培训活动，

通过相关知识、技巧与认知观念的学习，充分发挥中层管理者的职能，提高管理质量。 

（四）提升品牌影响力 



公司以引领共创、共存、共享的产业文明为使命，持续推动企业从规模、产品的驱动向技术

驱动转化，2017 年 5 月，公司获评“2016 年度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及“中国轻工百强

企业”（位列 35 名）殊荣。 

面向未来，公司将以《中国制造 2025 规划》为指导，以 “诚信、关爱、激情、责任”的核心

价值观，“引领共创、共享、共赢的产业文明”的企业使命，继续发挥集团化优势，坚持市场为导

向、效益为中心、质量为保证、创新为重点、管理为手段，努力成为全球领先、最具价值创造力

的生态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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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 

公司目前的两大造纸基地分别位于安徽马鞍山和浙江海盐县，主要造纸机器设备分别由公司

和子公司吉安集团购置。吉安集团自 2004 年开始筹建造纸生产线，主要的造纸机器设备从国外进

口，技术较为成熟和先进。公司自 2013 年完成对吉安集团的重大资产重组后，一方面运用吉安集

团的成功经验稳步推进马鞍山 80 万吨造纸生产线建设，另一方面逐步对落后 造纸生产线进行了

处置。通过重组整合后，公司生产部门在生产中不断总结经验，按照生产需要和技术需求对设备

进行及时改造，同时通过精细化管理和科学维护，有效保障和提升了造纸生产线的整体性能和工

艺水平，延长了造纸机器设备的使用寿命。另外，与国外优秀的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造纸机器

设备的折旧年限总体偏短，无法体现公司接轨国际先进造纸企业的管理理念。综上，原来执行的

折旧年限已不能合理反映公司固定资产实际可使用状况，无法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为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的真实状况，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公司依据国家财政部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之规定，同时参考同行业会计政策，对机器设备类别中的造纸及相关设备预计使用

年限进行重新确定，其中设备性能先进性较高的 5 条造纸生产线(PM3、PM5、PM6、PM13 和 PM15）

折旧年限调整为 25 年，设备性能先进性较上述 5 条造纸生产线相对较低的其他造纸生产线和相关

设备折旧年限则调整为 20 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82）。 

本次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增加公司 2017 年 1-6 月净利润为 127,872,920.52 元，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为 127,872,920.52 元。 

2.会计政策变更——政府补助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

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费用。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

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确认本报告期其他收益 130,979,806.27 元，减少营业外收入

130,979,806.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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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董事长：吴明武 

2017 年 8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