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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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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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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母公司）期末

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479,395,053.37 元。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5 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股本 1,336,844,288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67,105,536.00 元（含税）。本年度公

司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20.03%。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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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汇纸业 60096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卫永清 王健阳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工业路北首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工业路北首 

电话 0533-8539966 0533-8539966 

电子信箱 zqb@bohui.com zqb@bohu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白纸板、文化纸、箱板纸、石膏护面纸，造纸木浆的生产、销售；



批准范围的自营进出口业务及“三来一补”业务。 

经营模式：公司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经营模式，根据客户的需求和订单安排生

产，优化产品结构，实现降本增效。 

行业情况说明： 

造纸行业属于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行业，纸制品的需求广泛分布于制造业和消费行业，行业

总体高质量发展贴合中国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近年来，受益于行业政策利好、消费升级、原料供应结构调整、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等政策变

化和商业机遇，造纸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为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型造纸企业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报告期内，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环境持续发展，国家出台了进一步加强进口废

纸环保管理、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等一系列产业政策。受益于国家推广绿色包装和可循环易回收可

降解替代产品的政策红利，包装纸行业供需矛盾逐渐突出，市场景气度持续提升。公司以高档包

装纸-白纸板为主要产品，注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响应产业政策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增加

差异化产品供应，同时积极布局新产能，以成本领先优势实现规模效益。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9,452,681,537.43 19,368,980,120.81 0.43 18,488,250,228.01 

营业收入 13,982,104,453.62 9,739,798,778.15 43.56 8,339,442,56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34,074,680.02 133,772,535.64 523.50 255,941,57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21,968,554.68 175,783,901.77 367.60 260,013,73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086,600,362.85 5,271,966,486.51 15.45 5,138,282,322.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96,150,075.78 1,137,292,467.66 216.20 1,073,128,41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39 0.1001 523.28 0.19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39 0.1001 523.28 0.19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68 2.56 增加12.12

个百分点 

5.0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606,470,779.43 3,126,949,189.91 3,593,795,242.52 4,654,889,24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5,374,668.20 81,841,569.11 260,260,887.11 306,597,55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1,712,143.31 81,129,194.26 253,852,154.93 305,275,06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8,067,813.25 551,119,735.63 1,146,474,283.18 1,410,488,243.7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6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36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0 385,496,958 28.84 0 质押 302,647,8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宁波亚洲纸管纸箱有限公司 0 267,368,879 20.00 0 质押 14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14,110,251 14,110,251 1.06 0 无   未知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彤源同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924,409 13,924,409 1.04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启元三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226,700 10,226,700 0.76 0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000,000 10,000,000 0.75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9,999,862 9,999,862 0.75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971,423 9,971,423 0.75 0 无   未知 

UBSAG 9,043,829 9,127,829 0.68 0 无   未知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

信托·兴享进取彤源 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833,150 8,833,150 0.66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博汇集团、宁波管箱和金光纸业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

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

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公司共生产机制纸 302.29 万吨，销售机制纸 311.73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1,398,210.45万元，同比增加 43.56%，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3,407.47万元，同比增加 523.50%，

全面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目标。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新收入准则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会计政策予

以相应变更。 

原收入准则下，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商品销售收入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2)公司既没有

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

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时。 

新收入准则下，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

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

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

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未引起本公司收入确认具体原则的实质性变化，仅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中

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予调整，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

收入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当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公司仅对在

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6 家，详见 2020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