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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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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叶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秋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杜良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390,958,094.96

15,549,564,967.67

-1.02

8,347,148,834.65

8,259,852,393.99

1.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263,203,643.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215,748,664.81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22.00
比上年同期增减（%）

1,260,157,128.39

1,403,129,462.12

87,296,440.66

-32,464,115.55

-

73,631,793.40

-48,415,658.75

-

1.05

-0.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

-0.023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

-0.023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19

增加 1.45 个百分点

注：公司现有已回购的股份 39,999,946 股，计算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总股
本扣除该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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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采取强有力措施，积极做好
疫情防控，连续生产、稳定销售，有效保障了公司正常经营及盈利；公司纸产品市场
向好，受销售价格升高及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共同影响，公司净利润等较同期大幅
增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154,236.0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388,483.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90,377.2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859,976.95
合计

13,664,6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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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8,33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 件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9,557,001

27.87

0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

14.31

200,000,000

无

刘建国

90,000,000

6.44

90,000,000

质押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25,000,000

1.79

25,000,000

无

湖北新海天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0

1.79

25,000,000

质押

李寒光

15,802,782

1.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亚琴

7,921,412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国联证券－上海银行－国联
定增精选 23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7,454,000

0.53

7,454,000

无

0

方艺华

7,400,00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7,187,700

0.51

0

无

0

质押

股东性质

110,000,000

国有法人

0

国有法人

56,000,000 境内自然人
0

国有法人

25,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389,557,001

人民币普通股

389,557,001

李寒光

15,802,782

人民币普通股

15,802,782

胡亚琴

7,921,412

人民币普通股

7,921,412

方艺华

7,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00,000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87,700

人民币普通股

7,187,700

闫立辉

6,222,2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2,200

方丽平

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00

靳玉德

4,056,650

人民币普通股

4,056,650

郭向峰

3,637,7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7,700

吴竹媚

3,416,219

人民币普通股

3,416,2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刘建国为公司董事、全资子公司诚通凯胜董事长，
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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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至报告期末，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本公司股份 39,999,946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86%，持股数量在股东中排第 4 位、在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排第 2 位。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货币资金

应收款项融资

本报告期末

815,481,429.13

115,103,095.01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1,195,826,256.42

395,430,757.60

-31.81

原因说明
主要系母公司原材料采购增多，
货币资金减少

主要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70.89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减
少

合同资产

960,228,894.84

0.00

应付票据

213,169,398.97

330,879,010.45

-35.57 主要系本期应付票据结算量减少

403,242,746.06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报
-100.00 表项目“预收账款”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

420,901,694.15

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报
表项目“预收账款”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

24,337,209.84

37,210,414.21

预收账款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项目

利息费用

0.00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18,135,501.08

上年同期金额

25,649,6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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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建
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从“存货”重分类至“合同资产”

-

-34.60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工资、奖金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原因说明

主要系公司有息负债规模较同期
缩减，借款利息减少以及本期执
-29.30
行新金融准则，票据贴现利息重
分类至“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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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3,743,962.96

投资收益

-1,831,850.87

信用减值损失

188.50

主要系本期收到经营性结构存款
利息收入

180,000.00 -1117.69

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票据
贴现利息调整至“投资收益”

1,297,962.92

2,084,900.57

0.00

营业外收入

12,561,718.02

2,269,090.00

453.60

主要系公司本期无法支付的款项
增多

营业外支出

4,416,336.81

404,221.22

992.5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永州湘江纸业
有限责任公司核销报废固定资产

所得税费用

14,828,556.69

-5,005,876.55

396.22

主要系公司本期盈利，当期所得
税费用增多

319,518,655.64

194,981,816.95

93,759,413.09

45,759,902.14

104.89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税金增多

-124,703.16

89,658.44

-239.09 主要系外币存款汇率变动影响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

主要系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建设
有限公司本期收回延安市新区管
理委员会、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
司等原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63.87 主要系本期经营性结构存款到期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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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协议及项目
1、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同意公司投资 13,647 万
元（含资产竞买）对岳阳分公司现有 1#杨木化机浆生产线进行节能提质技改，采用竞
买后的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的 10 万吨/年杨木化机浆生产线设备并通过技术改造升
级形成 10 万吨化机浆产能，生产文化纸用低游离度浆；同时，新建部分辅助设施。
该项目报告期内试生产正常。公司自产浆的比重接近 50%。
2、2016年4月22日，公司签署了《宁波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管理委员会岳阳林纸
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17年7月12日、2017年12月29日、2018年1月8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凯胜园林签订项目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岳
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PPP项目预中标的公告》、《岳阳林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PPP项目中标进展的公告》。截止报告期末，
框架协议下中标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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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标宁波滨海万人沙滩绿化、景观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工程总造价 1.42
亿元，增量合同暂定 980 万元；2017 年 7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诚通凯胜”）与宁波滨海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宁波滨海万人
沙滩绿化、景观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项目施工合同》，合同标的为宁波滨海万人沙滩
绿化、景观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工程位于梅山水道南侧，春晓大桥与梅山水道南堤
之间，总占地面积约 21.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绿化、景观系统；万人沙滩
主次入口（不含主入口钢结构）、管理房及配电房、停车场；沙滩排球场及看台；照
明系统、浇灌系统、智能化及市政管线等。截止报告期末，完成投资额 16,768.91 万
元，总形象进度完成 100.00%。
（2）中标梅山保税港区企业服务平台PPP项目，项目总投资6.7亿元，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全资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投资建设梅山保税港
区企业服务平台PPP项目，诚通凯胜与宁波梅山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欣捷建设
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平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建项目公司宁波凯昱企业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13,530.29万元，其中诚通凯胜生态出资
11,324.85 万元，经各方同意，出资方宁波梅山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宁波梅港
海洋投资有限公司。截止报告期末，宁波凯昱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实收注册资本金
额13,530.29万元，已投资39,144.13万元。
（3）2018年3月，中标宁波滨海万人沙滩周边环境整治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工
程总造价0.33亿元，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北仑区春晓镇；主要为东盘山路南延
东侧绿化、洋沙山路至东盘山路南延临时便道整治、万人沙滩周边绿化整治、万人沙
滩配套临时停车场及停车场围墙、万人沙滩沿线临时围墙、临时餐饮场地，水上栈道
等，项目总面积约8.44万平方米。截止报告期末，完成投资额0.33亿元，项目已竣工
验收。
3、2017 年 6 月 22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凯胜园林签订项目工程合
同的公告》，诚通凯胜签署了《保方寺公园 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该项目位于永州市冷水滩区，建设内容包括保方寺公园绿化景观、
水上城市故事及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两中心”绿化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等，工
程造价 15,054.08 万元(含设计费)。截止报告期末，由于永州市规划出现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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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城市故事及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取消，工程总额调整为 5,00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
完成投资额 400.00 万元，总形象进度完成 8.00%。
4、2017 年 8 月，诚通凯胜中标北海市市花公园及体育休闲公园工程总承包施工
项目。该工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建筑面积约 206,000 平方米。工程分为市
花公园及体育休闲公园 2 个部分，工程合同估算价约 1.11 亿元。截止报告期末，该
项目完成工程量 12,478.00 万元(新增工作量)，总形象进度完成 100%，已竣工验收。
5、2018 年 3 月，诚通凯胜与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延安新
区市政道路及周边绿地景观提升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项目，该项目工程建设内容：
以植物绿化为主，配建公厕、景观照明、给排水、驳岸、小品、座椅坐凳、标识标牌、
园路、小广场、铺装和雨水收集系统等。总价 26,797.49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
费 18,802.85 万元。工期总日历天数：545 天。截止报告期末，完成投资额 11,511.63
万元，总形象进度完成 42.96%。
6、2018 年 10 月，诚通凯胜分别中标陕西西安杏园立交景观工程 EPC 项目（一
期）及江西宜春经济开发区宜商大道、宜居大道、春顺路、春一路绿化景观提升改造
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涉及标的中标金额合计约 16,572 万元。杏园项目
建设内容：杏园立交盘道及匝道内外侧绿地、北三环两侧绿地（杏园立交以西部分）
绿化施工，总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实施内容包括植物栽植、地形营造、铺装、小品、
照明等；宜春项目建设内容：宜商大道、宜居大道、春顺路、春一路共 4 条路的绿化、
景观、绿道等提升改造。截止报告期末，杏园项目完成投资额 7,403.76 万元，总形
象进度完成 97.16%；宜春项目完成投资额 7,321.59 万元，总形象进度完成 88.66%。
7、2018 年 11 月，诚通凯胜与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雄安新区
2018 年秋季植树造林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第二标段的中标人，中标价为 6,014.06 万
元。该项目建设内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管护等实行全过程的承包。
并对其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负责。截止报告期末,完成投资额
5,800.00 万元，总形象进度完成 96.44%。
8、2019年3月，诚通凯胜与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雄安新区2019
年植树造林项目（春季）设计施工总承包第九标段的中标人，中标价为8,452.38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完成投资额 7,017.81万元，总形象进度完成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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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9 年 6 月末，诚通凯胜中标绵阳市安州区马鞍大道北段道路工程项目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本项目建安工程费用为 18,947.79 万元。截止报告
期末,完成投资额 2,800.00 万元，总形象进度完成 14.78%。
10、2019 年 7 月，诚通凯胜中标会东鲹鱼水乡旅游景区建设项目，设计中标价
432.21 万元，施工中标价按招标控制价 16,706.70 万元，下浮 6.01%。截止报告期末,
完成投资额 700.00 万元，总形象进度完成 4.45%。
11、2019 年 10 月，诚通凯胜中标雄安新区 2019 年植树造林项目（秋季）生态游
憩林部分施工总承包第六标段，中标价：人民币 171,578,916.47 元。截止报告期末,
完成投资额 12,868.15 万元，总形象进度完成 75.00%。
12、2020 年 1 月，诚通凯胜、中能领航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宁波市奉化区东部门户区建设指挥部 2020 年度重大市政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约 20 亿元。中标价：设计费投标报价费率为 65.00%；工程费用总价浮
动率为-7.00%。报告期内上述联合体与宁波市奉化区惠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
《宁波市奉化区东部门户区建设指挥部 2020 年度重大市政项目 EPC+F 施工合同》，
已投资 860.00 万元。
13、2020 年 3 月，诚通凯胜、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悦容公园
北苑二区施工总承包项目，中标价为 160,107,981.86 元。目前主要进行临时设施搭
设、土方开挖及回填、样板段区水电管道施工、苗木种植等工作。
（二）中期票据
经 2018 年 4 月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进行了中期票据注册申
请。2019 年 2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19]MTN50 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的中期票据注册。中
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10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行中期票据。
（三）短期融资券
2018年3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
（中市协注[2018]CP21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的短期融资券注册。
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0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行短期融资券，报告期末注册
额度有效期已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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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资租赁
2018年6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同意公司以在岳阳分公司账面
净值合计为6.25亿元的设备范围内（在八号纸机设备、脱墨浆生产线设备范围内，根
据实际融资额确定）的设备资产作为标的物，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申请融资租赁，租赁本金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5亿元），租赁期限4年。2018年
公司以岳阳分公司八号纸机设备作为标的物，开展了本金为2.5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
租赁期限4年。报告期内按时支付了租金。
（五）经2019年8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停止挂牌转
让湘江纸业100%股权，对湘江纸业#4地制浆用设备、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等固定资
产采取挂牌出售方式进行处置。截至报告期末，尚无摘牌意向方。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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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上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46.41万元；本报告期纸产品销
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升高而主要原材料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
利润为8,729.64万元，预计二季度公司生产经营将继续保持相对平稳态势，年初至下
一报告期期末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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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李战
2020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