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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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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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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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否 

以 2018 年末普通股总股本 2,904,608,200 股为基数，向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4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送红股 0股（含税），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697,105,9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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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8 年末优先股模拟折算普通股 1,162,790,698 股（每 3.87 元模拟折合 1 股）为基数，向优先股股东模拟折算普通股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4 元（含税），优先股股东派发浮动现金红利人民币 279,069,767.52 元，即优先股股东每股优先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6.20 元（含税）。 

报告期内优先股的利润分配情况 

分配时间 股息率 
分配金额（元）

（含税） 

是否符合分配条

件和相关程序 
股息支付方式 股息是否累积 

是否参与剩余利

润分配 

2018 年 03 月 19 日 4.36% 98,100,000.00 是 现金 否 是 

2018 年 08 月 10 日 10.33% 464,716,006.88 是 现金 否 是 

2018 年 08 月 16 日 5.17% 51,700,000.00 是 现金 否 是 

2018 年 09 月 21 日 5.17% 64,625,000.00 是 现金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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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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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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香港公司秘书 

姓名 袁西坤 潘兆昌 

联系地址 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 2199 号 香港中环环球大厦 22 楼 

电话 (86)-0536-2158008 (852)-2501 0088 

传真 (86)-0536-2158977 (852)-2501 0028 

电子信箱 chenmmingpaper@163.com kentpoon_1009@yahoo.com.hk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以制浆、造纸为主导，金融、矿业、林业、物流、建材等协同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是全国唯一一家 A、B、

H 三种股票上市公司，是中国上市公司百强企业、中国十佳明星企业，被评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 50 家蓝筹公司之一，公司

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轻工业全国十佳企业、中国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省级以上荣誉

称号 200 余项，企业经济效益主要指标连续 20 多年在全国同行业保持领先地位。机制纸业务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且是公司收

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近年来坚定不移地实施林、浆、纸一体化战略，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制浆造纸技术，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工艺装

备最先进的林浆纸一体化工程，是造纸行业内产品品种最多、最齐全的企业，五大产品系列涵盖高档胶版纸、白卡纸、铜版

纸、轻涂纸、生活纸、静电复印纸、热敏纸、格拉辛纸等，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均位于全国前列。 

企业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认定 CNAS 浆纸检测中心等科研机构，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210 余

项，其中发明专利 17 项；7 个产品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35 个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21 项，承担

国家级科技项目 5 项、省级技术创新项目 26 项。在全国同行业率先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 环保体系认证和

FSC-COC 体系认证。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基本情况 

造纸业作为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关系到国家的经济、文化、生产、国防等各个方面，

产品用于文化、教育、科技和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 11660.6 万吨，同

比增长-1.5%，2018 年 6 月起，累计产量转为负增长。全年造纸行业整体营收达到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龙头纸企集

中度显著提升，但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趋严等因素影响，2018 年造纸行业净利润同比下降 71 亿元至 766 亿元，行业 15%

的企业出现了亏损，出现亏损的纸企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其问题主要是生产设备老化、资金周转困难等。 

行业新增产能投放进程放缓，供给侧收紧效果逐步显现。与 2009-2011 年造纸行业上行周期行业大量投资兴建产能不同，

2017 年纸价上行以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同比增速中枢保持在 10%以内，2018 年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

增长 5.1%。随着国家对“绿水青山”的不断重视，对造纸行业提出更高的环保要求，环保督查、排污许可证制度等措施表明

环保趋严的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环保成本大幅上升，成本端压力将迫使部分中小企业的落后产能退出市场，供给侧收紧持续

提升行业集中度。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8,875,756,163.56 29,851,743,848.13 29,472,453,563.98 -2.02% 22,907,118,241.84 22,566,922,4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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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2,509,828,858.47 3,769,325,450.93 3,769,325,450.93 -33.41% 2,063,986,822.25 1,998,578,78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953,699,849.74 3,425,779,016.95 3,425,779,016.95 -42.97% 1,611,533,699.22 1,546,125,66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14,099,701,887.04 23,766,042.93 23,766,042.93 59,227.09% 2,153,049,269.84 2,153,049,269.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1.13 1.13 -54.87% 0.99 0.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1.13 1.13 -54.87% 0.99 0.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51% 15.80% 15.80% 

降低 7.29

个百分点 
9.59% 9.23%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6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05,318,734,827.82 105,625,096,076.92 105,625,096,076.92 -0.29% 82,285,354,532.15 82,285,354,53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25,048,731,454.79 27,778,529,074.90 27,778,529,074.90 -9.83% 22,218,808,367.43 22,218,808,367.43 

1、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子公司山东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的个别融资租赁业务不规范，该部分业务所产生的收入不应当确认为营

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而是确认为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2017年度差错调整情况为调减营业收入 379,290,284.15元，调

减财务费用 379,290,284.15元。同时公司 2016年度差错调整情况为调减营业收入 340,195,777.53元、调减财务费用

340,195777.53元；2015年度差错调整情况为调减营业收入 49,262,640.70元、调减财务费用 49,262,640.70元。由于

属于利润表科目列示错报不影响期初未分配利润。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进行了追溯调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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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可递延并累计至以后期间支付的利息和经审议批准宣

告发放的其他权益工具—优先股股利的影响。在计算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财务指标时，将报告期内永续债

利息人民币 347,140,000元和宣告发放优先股股息人民币 679,141,006.88元扣除。 

3、根据公司 2017年股东大会通过的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7年末普通股总股本 1,936,405,467股为基数，

向普通股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普通股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公司股本增加

968,202,733股，去年同期每股收益也相应做了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241,811,895.12 8,309,522,144.77 7,941,434,778.16 5,382,987,34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2,500,357.98 1,002,130,667.33 696,526,748.13 28,671,08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3,118,818.26 804,777,947.18 645,794,426.61 -229,991,34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7,680,953.19 3,477,356,967.72 4,328,323,926.68 5,026,340,039.4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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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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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0,930（其中 A

股 100,438 户，

B 股 20,124 户，

H 股 368 户）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0,878（其中

A 股 100,369

户，B 股 20,141

户，H 股 368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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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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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 444,146,128 4,640,643 0 444,146,128 质押 312,844,850 

HKSCC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12.85% 373,287,875 -13,000 0 373,287,875   

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54% 364,131,563 0 0 364,131,56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7% 60,206,850 0 0 60,206,85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0.64% 18,648,662 18,648,662 0 18,648,66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14,166,450 8,504,574 0 14,166,450   

汇添富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汇添富基金公司股票型

组合 

其他 0.47% 13,701,360 11,978,760 0 13,701,36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44% 12,912,357 0 0 12,912,357   

金幸 境内自然人 0.40% 11,724,750 3,040,950 0 11,724,75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8% 10,997,408 1,865,300 0 10,99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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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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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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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146,128 股，其中普通账户持有 393,146,128 股，通过信用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51,000,0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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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

优先股股东总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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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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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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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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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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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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1% 5,000,000  0 5,000,000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7% 3,000,000  0 3,000,000   

新华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

际信托－华鑫信托•民鑫 11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44% 2,000,000  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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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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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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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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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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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08 月 21 日 120,000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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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04 月 02 日 90,000 7.28%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

情况 

17 晨债 01 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完成债券的兑付付息，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

披露的《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 年付息公告》。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公司18晨鸣债01的信用等级为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2018年公

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8)于2018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中诚信证券评估公司对17晨债01维持信用等级AA+，公司主体维持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稳定。2017年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8)于2018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期变动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655,492.30 682,958.92 -4.02% 

流动比率 78.10% 86.32% -8.22% 

资产负债率 75.43% 71.34% 4.09% 

速动比率 67.27% 75.80% -8.53% 

EBITDA全部债务比 8.25% 9.06% -0.81% 

利息保障倍数 1.87 2.83 -33.92%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84 0.01 38,300%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47 2.83 -12.72%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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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期利息保障倍数1.87，较去年同期2.83下降33.92%，主要是因为受机制纸市场价格下滑和国家金融去杠杆宏观调控

政策影响，公司盈利能力同比下降，财务费用同比上升。 

②本期现金利息保证倍数3.84，较去年同期0.01上升38,300%，主要是因为公司本报告期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同比增长59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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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国家金融政策的收紧、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和纸价下行的压力，公司以“打造千亿企业、铸就百年晨鸣”

为目标，坚决贯彻落实“打造团队、严细管理、业务精湛、创出佳绩”十六字工作方针，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的管理理念，

全面做好稳运行、促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职工等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2018年，公司完成机制纸产量 457万吨、销量 432万吨。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88.76亿元，同比减少 2.02%；实现利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32.06亿元、人民币 25.10亿元，同比减少 29.32%和 33.41%；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141 亿元，同比增长 592 倍。公司资产总额达人民币 1,053.19亿元。经营管理的成果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销售管理方面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销售系统坚决执行公司管理层的决策部署，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开创了销售工作新局面。

通过调整销售架构，将原来的一体化销售调整为独立运营的文化纸、涂布纸等七个产品公司，大大提高了业务效率；通过创

新管理模式，制定各层级每日工作内容和相应措施，为员工工作指明了方向；通过实施周例会制度、周考核办法，以业绩为

导向，驱使员工奋发图强、坚定信念，提升了销售队伍的战斗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二）生产管理方面  

得益于基础管理的加强、产品结构的调整，生产系统整体稳定可控，持续向好。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赢得

了市场主动权；通过落实生产调度，降低了库存，减少了周转天数，减轻了经营工作的压力；通过基础管理创新，为各层级

员工日常工作指明了方向，对各层级工作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三）金融、财务资本管理方面  

公司在本报告期通过加强资金管理、深化银企合作、推进落实债转股工作，构建起了布局更加合理的金融业务体系：通

过加强资金管理，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制定融资方案，组建融资领导小组，并加大考核力度，收到了较大成效；深化银企合作，

密切了银企关系，签订合作协议，加快了授信业务审批，有效改善了企业融资环境；推进落实债转股工作，进一步优化资产

负债结构。 

（四）项目建设方面 

报告期内，海鸣矿业菱镁矿项目一期已于 2018年 1月份成功投运；寿光美伦 51万吨高档文化纸项目已于 2018年 8 月

底投产；黄冈晨鸣 30万吨化学木桨项目已于 2018年 11 月中旬投产；寿光美伦 40万吨化学木浆项目也进入生产调试阶段。

以上项目的投产将对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推动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企业管理方面 

全面落实组织架构和薪酬体系的规划调整，职能管理进一步加强，薪酬激励作用更加明显；积极开展流程与信息化建设，

推进管理变革和体系升级；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体系，使基础管理有章可循；重点加强层级管理，制定各层级每日、每周、

每月、每年的工作内容和措施，明确各岗位职责，为各层级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升了团队执行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双胶纸 6,155,644,742.23 4,518,550,774.15 26.60% -3.35% -3.47% 0.09% 

铜版纸 4,697,177,229.03 3,407,051,401.87 27.47% -14.44% -10.49% -3.20% 

白卡纸 6,440,247,745.66 5,395,302,715.50 16.23% -6.75% 13.12% -14.71% 

静电纸 2,404,374,935.48 1,440,077,827.51 40.11% 1.39% -4.23% 3.51% 

防粘原纸 1,208,193,494.70 728,105,243.01 39.74% 0.02% -8.52% 5.63% 

融资租赁 2,202,061,690.16 167,892,149.50 92.38% 11.90% -40.54% 6.7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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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 2017年 增（+）减（-） 变动幅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9,828,858.47 3,769,325,450.93 -1,259,496,592.46 -33.41% 

说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33.41%的原因是：受下半年造纸市场不景气的影响，公司机制纸销量下

滑，价格下降，盈利能力同比下降；受国家金融去杠杆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银行业规模控制，导致公司融资成本上升，财

务费用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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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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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5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五项

会计准则。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影响如下表： 

A、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前后金融资产确认和计量对比表 

单位：人民币 元 

金融资产类别 
2017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8年1月1日（变更后）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贷款和应收款 7,886,097,430.59 摊余成本 7,886,097,430.5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53,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453,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B、 首次执行日，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8年1月1日（变更后）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94,000,000.00 -94,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94,000,000.00  94,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53,000,000.00 -2,453,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453,000,000.00  2,453,000,000.00 

C、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变更内容 报表项目 
2018年1月1日 

（变更后）金额 

2017年12月31日 

（变更前）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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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货款 合同负债 243,182,891.22  

预收货款 预收账款  243,182,8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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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公司子公司山东晨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的个别融资租赁业务不规范，该部

分业务所产生的收入不应当确认为营业

收入和营业成本，调整比较期间的营业

收入和利息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息费用。

由于属于利润表科目列示错报不影响期

初未分配利润。 

经2019年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第

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 

主营业务收入（2017 年度） -379,290,284.15 

财务费用（2017 年度） -379,290,284.15 

主营业务收入（2016 年度） -340,195,777.53 

财务费用（2016 年度） -340,195,777.53 

主营业务收入（2015 年度） -49,262,640.70 

财务费用（2015 年度） -49,262,640.70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暨新成立子公司4家，为山东晨鸣涂布纸销售有限公司、晨鸣纸业美国有限公司、北京晨鸣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和江西晨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本年度合并范围减少1家：公司出售许昌晨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30%股权，出售后，公司持有许昌晨鸣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30%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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