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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公司独立董事张国有先生全权委托独立董事景旭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 

1.2  本公司董事长王祥先生、总会计师柳铁蕃先生、计划财务部负责人李守权

先生声明：保证公司 2004年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岳阳纸业 

股票代码 600963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湘燕 顾吉顺 

联系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电话 0730-8590330 0730-8590683 

传真 0730-8562203 0730-8562203 

电子信箱 zq@tigerfp.com zq@tigerfp.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年

初数增减（％）

流动资产(元) 1,029,951,972.30 467,732,115.07 120.20 

流动负债(元) 477,021,049.42 452,899,338.32 5.33 

总资产(元) 1,347,587,419.74 763,488,609.57 76.5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元) 
799,364,410.32 284,494,591.25 180.98 

每股净资产(元) 4.44 2.85 55.79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4.44 2.79 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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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1 －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净利润(元) 22,194,864.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元) 
22,231,268.30   

每股收益(元) 0.12   

净资产收益率（%） 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75,408,732.05   

解释说明 
注：1、公司首发人民币普通股 8000万股于 5月 10日成功发

行，使公司流动资产、总资产、净资产相应增加。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支净额 -54,333.92

所得税的影响数 17,930.19

合     计 -36,403.73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数量单位:股 

本次变动增减（＋，－） 

项  目 本次变动前 配

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增发 其他 小计 
本次变动后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份 99,866,715      99,866,715

其中        

国家持有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99,606,715      99,606,715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其他 260,000      260,000 

2、募集法人股份        

3、内部职工股        

4、优先股或其他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99,866,715      99,866,715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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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80,000,000 80,000,00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0    80,000,00080,000,000 80,000,000

三、股份总数 99,866,715    80,000,00080,000,000179,866,715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1874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股）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比例

(%) 

股份类别

(已流通或

未流通)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

(国有股东

或外资股

东)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0 85,306,715 47.43 未流通 无 法人股东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0 13,000,000 7.23 未流通 无 法人股东

招商银行－中信经典配置证

券投资基金 
3,213,990 3,213,990 1.79 已流通 未知  

湖南省造纸研究所 0 650,000 0.36 未流通 无 法人股东

湖南轻工研究所 0 650,000 0.36 未流通 无 法人股东

徐荣 395,000 395,000 0.22 已流通 未知 自然人股

交通银行－金鹰中小盘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 
350,000 350,000 0.19 已流通 未知  

吴华刚 348,057 348,057 0.19 已流通 未知 自然人股

济南泰丰企业集团公司 243,900 243,900 0.14 已流通 未知  

张永平 242,200 242,200 0.13 已流通 未知 自然人股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招商银行－中信经典配置

证券投资基金 
3,213,990 流通 A股 

徐荣 395,000 流通 A股 

交通银行－金鹰中小盘精

选证券投资基金 
350,000 流通 A股 

吴华刚 348,057 流通 A股 

济南泰丰企业集团公司 243,900 流通 A股 

张永平 242,200 流通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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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237,000 流通 A股 

毕晓东 206,015 流通 A股 

李芳云 201,700 流通 A股 

任立新 198,100 流通 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中，除已知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已知湖南轻工研究所与湖南省造纸研究所同属湖

南省轻工集团总公司控制外，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说明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无 无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

收入同

比） 

主营业

务成本

同比 

毛利率

同比

（％）

造纸及纸制品业 329,152,566.85 259,523,946.66 21.15

其中：关联交易 0 0 

分产品       

新闻纸 119,751,464.34 92,788,785.51 22.52

颜料整饰胶版纸 191,823,651.03 151,770,086.08 20.88

其中：关联交易 0 0 

关联交易的定价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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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解释说明 

公司主要从事文化类印刷用纸的制造、销售，主导产品为中高档新闻

纸、颜料整饰胶版纸。报告期内公司突出有效执行力，建立有效供应机制、

抓好稳定均衡供应生产、促进生产经营的稳步增长；完善市场营销导向型

的产销机制，高度重视安全管理、现场管理和绩效管理；积极践行企业文

化，促进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公司上市为契机，开创资本经营新局面。

产品生产、销售情况。报告期公司生产机制纸 77,537吨，机制纸浆

73,459吨；报告期公司销售机制纸 72,701吨，产销率 93.76%。  

报告期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主要是公

司的主导产品中高档新闻纸、颜料整饰胶版纸，主要销售客户大多为资金

实力雄厚的各大报社、报业集团及规模较大的出版印刷物资公司、出版社、

纸张供应站、印刷厂等。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0元。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 适用 √ 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 ％以上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本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6,408.10
募集资金净额 50,765.5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6,408.10

承诺项目 拟投入金额
是否变更

项目 
实际投入金额

产生收益

金额 

是否符合计

划进度和预

计收益 

收购 12万吨系列胶印书刊纸

技术改造项目 
33,642.54 否 33,642.54 0 是 

纸材原料林基地建设项目第

一期工程 
6,012 否 0 0 是 

补充公司和 12万吨项目所需

流动资金 
11,110 否 2,765.56 0 是 

合计 50,764.54 - 36,408.1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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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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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

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借方发生额 期末余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余额

集团公司 控股股东 72,818,693.08 15,966.53 76,278,098.36 0 

合     计 72,818,693.08 15,966.53 76,278,098.36 0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为

72,818,693.08元，余额为 15,966.53元。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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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

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329,152,566.85

减：主营业务成本 259,523,946.66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765,803.84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7,862,816.35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0,258,421.96

减:营业费用 21,324,392.59

管理费用 24,009,634.54

财务费用 9,606,213.7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3,180,997.47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45,296.80

减：营业外支出 199,630.72

四、利润总额 33,126,663.55

减：所得税 10,931,798.9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194,864.57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76,126,324.84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98,321,189.41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98,321,189.41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资本（或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98,321,189.41

    本公司没有控股或参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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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

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王祥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 7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