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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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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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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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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嘉欣丝绸 股票代码

0024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晓 李超凡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中环西路

588

号 浙江省嘉兴市中环西路

588

号

电话

0573-82078789 0573-82078789

电子信箱

inf@jxsilk.cn inf@jxsilk.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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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45,134,608.18 1,582,209,757.22 1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592,681.15 68,666,059.96 1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4,927,695.64 37,621,461.35 4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453,134.31 171,279,418.39 -3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12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4% 4.32% 0.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23,976,119.32 3,035,439,659.02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34,110,619.78 1,754,008,840.91 -1.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7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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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国建 境内自然人

19.67% 113,644,600 85,233,450

质押

86,000,000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1% 92,490,071 0

徐鸿 境内自然人

4.05% 23,400,000 17,550,000

金鹰基金

－

中信银行

－

华宝信

托

－

华宝

－

中信

1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3.54% 20,426,921 0

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9% 15,512,408 0

长信基金

－

浦发银行

－

云南国际

信托

－

云信富春

41

号 （钱江会）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4% 8,344,923 0

华安未来资产

－

工商银行

－

杭州

乾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44% 8,322,205 0

冯建萍 境内自然人

1.42% 8,217,950 6,163,462

陆海洪 境内自然人

1.02% 5,906,192 0

韩朔 境内自然人

0.99% 5,723,437 4,292,5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国建先生持有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1.74%

的股份，浙江晟欣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周国建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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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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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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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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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 中美贸易摩擦对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的影响已有所显现。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

示，2019年1-6月，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额同比下降2.37%，其中，服装累计出口额同比下降4.93%。面对

严峻的外部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遵循 “奋力而上，做强主业；同心聚力，提升新业” 这一企

业主题，凭借多年来持续打造的客户和供应链管理等优势，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主营业务延续了稳

步增长的态势，报告期内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利润指标的双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45,134,608.18元，同比增长10.30%；实现净利润84,615,655.43元，同

比增长15.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927,695.64元，同比增长46.00%。

报告期内，公司出口总额保持增长，特别是美国市场，在贸易战的不利影响下，公司对美出口仍保持7%

以上的增长；产品设计和开发能力不断增强，订单转化率不断提高；以“机器换人” 和“两化融合” 为手段，

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巩固了现有生产基地的产能和规模。在安徽等内陆地区和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开发和完善供应链体系，培育新产能；自有品牌整体保持稳定发展，“金三塔” 品牌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广西“嘉欣宜州丝绸园” 正式投入运营，与金蚕网供应链融资业务产生了良好的协同效应，实现了供应链

融资业务和协同贸易业务的快速增长；嘉欣西电产业园项目按计划顺利推进，招商工作逐步展开，首批科

创企业陆续入驻；在报告期内推出股份回购方案，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健全公司长效

激励机制的同时保持了二级市场股价稳定，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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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

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

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并相应调整金融工具列报项目。

②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调整上年同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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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设成立香港嘉欣国际有限公司。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国建

二O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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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8月

23日以邮件方式发出，董事会于2019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

人。会议由董事长周国建先生主持，会议在公司董事认真审议，并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送达方式

对会议审议事项形成会议决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

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2019年8月30日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刊登于2019年8月30日的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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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8月23日

以邮件方式发出，监事会于2019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建勇先生主持。会议在公司监事认真审议，并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送达方

式对会议审议事项形成会议决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

体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董事会出具的《2019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和监管执行情况良好，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募集资金管理亦不存在

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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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浙江嘉欣丝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将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1638号）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7,023,641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7.1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9,999,978.79元，扣除保荐

承销费等相关支出，加上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金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6,795,239.51元。其中

计入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57,023,641.00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为人民币339,771,598.51元。业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0126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上市费用支出后剩余用于项目投入资金为人民币396,002,955.15元， 公司开设

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累计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9,999,978.79

减：承销费和保荐费等相关支出

12,600,000.00

存入专户的募集资金总额

397,399,978.79

募集资金减少项

（

1

）对募投项目的投入

81,155,964.55

（

2

）其他相关上市费用

1,197,023.64

（

3

）银行手续费

4,848.57

（

4

）短期理财产品净额（购买额

-

到期收回额）

209,000,000.00

小计

291,357,836.76

募集资金的增加项目

（

1

）活期利息收入

967,334.54

（

2

）短期理财产品等投资收益

13,649,067.81

小计

14,616,402.35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20,658,544.38

注： 存入专户的募集资金总额397,399,978.79扣除已支付其他相关上市费用1,197,023.64元以及尚未支

付的其他相关上市费用200,000.00元后为项目投入资金396,002,955.15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关于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修订了《浙

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资管理制度》” ）。《募资管理制度》 业经

2018年2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8年2月26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资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于2018年2月27

日会同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秀洲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于2018

年3月19日会同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会同全资子公司嘉兴诚欣制衣有限公司、广西嘉欣丝绸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和全资子公司视为一方）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开设募集资金账户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户名 账号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1204060029000016411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嘉兴诚欣制衣有限公司

1204060029000016659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秀洲支

行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19320101040100991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8110801012501347209

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广西嘉欣丝绸有限公司

8110801012501386887

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610502880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性质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分行

1204060029000016411 7,512,044.71

活期存款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分行

1204060029000016659 7,698,783.79

活期存款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秀洲支行

19320101040100991 4,088,433.41

活期存款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8110801012501347209 42,289,979.51

活期存款

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8110801012501386887 6,849,971.55

活期存款

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分行（注）

610502880 1,219,331.41

活期存款

706935629 51,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合计

120,658,544.38

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账号706935629为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银行账号。

(三)�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进度和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在不超过人民币 3.2�亿元的额度内，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和2018年4月10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范围的议案》，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范围由“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调整为“购买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

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 ； 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和2019年4月9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 在不超过人民币3.05亿元的额度内，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影响募集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 也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

途。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的短期理财产品的余额为209,000,000.00元。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和2019年3月1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的议案》，决定对募投项目“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

务平台项目”中的子项目“智慧工厂集项目” 的投资结构进行调整。该调整为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调

整，不构成对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实质性变更。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于2018年

2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根据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信会

师报字（2018）第ZA10189号和《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8]第ZA12158号，截至2018年3月19日止，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已投入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拟置换的前期投入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合计金

额

1

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164,120,000.00 11,466,334.40

2

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

81,880,000.00 /

3

仓储物流基地项目

150,000,000.00 36,193,029.93

合计

396,000,000.00 47,659,364.33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以募集资金47,659,364.33元置换前期投入资金已置换完毕。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资资金存储于相关银行募集资金专管账户，详见二（二）。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无其他使用情况。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项目变更事项。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未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8月29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9,600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1,274.7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8,115.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智慧工厂集与外

贸综合服务平台

项目

否

16,412 16,412 1,070.58 2,728.43 16.62 2023

年

2

月

6

日

不适用

（注

1

）

不适用 否

自有品牌营销渠

道智能化升级改

造项目

否

8,188 8,188 40.20 55.18 0.67 2021

年

2

月

6

日

不适用

（注

2

）

不适用 否

仓储物流基地项

目

否

15,000 15,000 163.96 5,331.99 35.55 2021

年

2

月

6

日

未产生效

益（注

3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39,600 39,600 1,274.74 8,115.60 20.49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合计

39,600 39,600 1,274.74 8,115.60 20.49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分具

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幕投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

额、 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幕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详见上述三、（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详见上述二、（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资资金存储于相关银行募集资金专管账户，以及用于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等。详见二（二）、二（三）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

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注1：募集资金用于“智慧工厂集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其经济效益体现在公司总体效益之中，

无法单独计算效益。

注2：募集资金用于“自有品牌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 ，其经济效益体现在公司总体效益之

中，无法单独计算效益。

注3：“仓储物流基地项目”处于建设期，故本报告期内尚未产生效益。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实际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

）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注：2019年半年度，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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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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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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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景兴纸业 股票代码

0020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洁青 吴艳芳

办公地址 浙江省平湖市曹桥街道 浙江省平湖市曹桥街道

电话

0573-85969328 0573-85969328

电子信箱

yaojq0518@126.com wyf226@126.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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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572,289,451.73 2,812,163,650.57 2,812,163,650.57 -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025,271.80 248,026,287.08 248,026,287.08 -4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18,180,189.13 243,126,471.15 243,126,471.15 -5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5,543,254.67 181,312,220.50 181,802,520.50 365.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 0.23 0.23 -4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2 0.23 0.23 -47.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 6.23% 6.23% -3.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467,013,624.67 6,378,677,703.68 6,378,677,703.68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17,796,893.81 4,212,698,266.37 4,212,698,266.37 2.4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

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调整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将2018年半年度实际收到的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490,3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调整为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8,1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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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在龙 境内自然人

16.04% 178,200,000 133,650,000

质押

84,000,000

雷扬 境内自然人

0.53% 5,852,500

罗伟健 境内自然人

0.44% 4,877,691

张琪 境内自然人

0.41% 4,510,100

赵慧龙 境内自然人

0.38% 4,196,556

徐亚军 境内自然人

0.34% 3,809,371

张力虹 境内自然人

0.31% 3,426,455

孙宇实 境内自然人

0.27% 2,958,500

徐倩 境内自然人

0.27% 2,950,000

上海举善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2% 2,461,6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朱在龙先生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雷扬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852,500

股；公司股东罗伟健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4,874,191

股；公司股东张琪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510,100

股；公司股东赵慧龙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196,556

股； 公司股东徐亚军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

809,371

股；公司股东张力虹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422,855

股；公司股东孙宇实通过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58,500

股；公司股东徐倩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5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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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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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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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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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景兴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12

景兴债

112121 2019

年

10

月

25

日

70,701.09 7.3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0.92% 31.68% -0.7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02 10.13 -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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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经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仍以生产工业包装纸和生活用纸为主，主要产品有牛皮箱板纸、瓦楞原纸、白面牛皮卡

纸、纸箱纸板、各类生活用纸，具有年135万吨工业包装用纸的产能，3.7亿平米各类纸板纸箱的产能，6.8万

吨生活用纸的产能。

牛皮箱板纸又称牛皮卡纸或挂面纸板。公司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定制不同颜色、不同克重、不同幅宽的

产品。它比一般箱纸板更为坚韧、挺实，有极高的抗压强度、耐戳穿强度与耐折度，具有防潮性能好、外观质

量好等特点，主要用于制造各种包装纸箱及国内高档商品包装纸箱的面纸。

瓦楞原纸又称瓦楞芯纸，是生产瓦楞纸板的重要组成材料之一，瓦楞原纸要求纤维结合强度好，纸面

平整，有较好的紧度和挺度，要求有一定的弹性，以保证制成的纸箱具有防震和耐压能力，主要用作瓦楞纸

板的瓦楞芯层(中层)，对瓦楞纸板的防震性能起重要作用，也可单独用作易碎物品的包装用纸。

白面牛卡纸主要用来做比较高档的纸箱包装，一般就是指白木浆挂面的箱板纸。由于原料的关系，国

内面层用漂白木浆，衬层用脱墨浆或白纸边，芯底层用国产或进口废纸。它的生产技术相对于其他包装纸

板来说比较高，主要是制浆流程比较复杂。

生活用纸指为照顾个人居家、外出等所使用的各类卫生擦拭用纸，公司生活用纸主要品种包括卷筒卫

生纸、抽取式卫生纸、盒装面纸、袖珍面纸、纸手帕、餐巾纸、擦手纸。

（2）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收入及利润来源为主导产品工业包装原纸的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国家进口原料的政策性限制及由于贸易战引起的关税调整成为影响本年度生产所需原材料

及产品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作为造纸行业中和宏观经济具有高度相关性的纸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

依然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从长期看行业整体将保持增长态势，但短期必不可免地受到中美

贸易战及国内社会零售总额增速放缓影响而有所承压。报告期内行业因原料供给受限，同时，由于经济形

势的复杂多变，使得下游客户的采购更趋谨慎，产品成本向下游转移严重受阻，行业整体盈利状况有所下

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72,289,451.73元，虽然主要产品的销售量均较去年同期上升，但由于

产品价格下降影响，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滑8.53%；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为2,320,444,981.73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2.44%，在进口废纸量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国废价格降幅不大，成本下降的幅度远低于价格下降的

幅度，成本和价格的双重压力下，公司产品盈利空间受到压缩；报告期内，实现营业利润140,432,741.58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9,025,271.80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54.47%和47.98%；公司综合毛利

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63%。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为240,862,926.8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5%；其中研发

费用为82,978,676.60元，研发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1.64%，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23%；经营性现金

流净额为845,543,254.67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65.09%。

①关于公司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海外浆纸项目的事项

2019年2月，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140万吨项目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马来西亚建设年产80万吨废纸浆板及60万吨包装原纸的生产基地，计划总投资为29,

940万美元。

该海外投资项目的正式实施需要经过中国及马来西亚相关部门的批准及备案，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

取得了浙江省商务厅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于2019年3月7日取得了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境外投

资项目备案通知书。2019年3月22日， 公司已经在马来西亚完成全资子公司JINGXING� HOLDINGS (M)�

SDN.� BHD.（景兴控股（马）有限公司）的注册工作，公司编号为：1319319-U。6月27日，景兴控股（马）有

限公司正式获得了MIDA关于生产许可证的批复。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景兴控股（马）有限公司关于140万

吨浆纸项目的环境大纲已提交并在审核过程中， 环境大纲通过审核后， 将编制正式的环评报告并提交审

核。

2019年 4月，JINGXING� HOLDINGS (M) � SDN. � BHD. � 向马来西亚相关部门提交了收购

GREENOVATION� INDUSTRIES� (M)� SDN.� BHD.（绿创工业（马）私人有限公司）股份的申请， 并于

当月完成了收购，支付对价2林吉特，持有其100%的股份。

②关于艾特克公司变更反担保措施的事项

2019年1月，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艾特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反担保

措施的议案》，同意艾特克公司变更反担保措施，并释放阿拉尔艾特克水务有限公司20%股权的质权。2019

年1月，公司已完成解除阿拉尔艾特克水务有限公司40%股权质押手续，并已重新办理完成阿拉尔艾特克水

务有限公司20%的股权质押手续。同时，公司为艾特克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变更为人民币4,000.00万元，艾

特克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措施为阿拉尔艾特克水务有限公司20%股权的质押及艾特克公司控股股东徐畅、吴

爱君夫妇共同以反担保保证人的身份为艾特克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③关于注销景兴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的事项

报告期内，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由于景兴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未实质性地

开展业务，为合理使用公司资源，决定对景兴香港公司进行注销，相关注销手续于2019年8月2日完成。

④关于利润分配事宜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截至2018年12月31日股本

1,111,201,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权益分派，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

27日，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2,224,020.00元。

⑤关于投资上海金浦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事项

2017年11月，经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兴公司签订《上海

金浦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5,000.00万元参与投资

上海金浦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后更名为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成为其有限合伙人。2018年2月，上海景兴公司支付出资款1,500.00万元。2019年2月，上海景

兴公司支付出资款2,000.00万元。

⑥关于投资无锡正海锦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事项

2019年4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投资无锡正海锦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上海景兴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500.00万元参与投资无锡

正海锦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签订《无锡正海锦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书》，成为其有限合伙人，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无锡锦钰的债务承担责任。此议案已经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截至本财务报告报出日，投资款项尚未支付。

（3）报告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572,289,451.73 2,812,163,650.57 -8.53%

无重大变动。

营业成本

2,320,444,981.73 2,378,564,573.10 -2.44%

无重大变动。

销售费用

71,796,345.51 67,604,833.94 6.20%

无重大变动。

管理费用

45,056,259.51 50,790,500.30 -11.29%

无重大变动。

财务费用

41,031,645.27 48,408,642.17 -15.24%

无重大变动。

所得税费用

6,768,607.48 44,104,395.51 -84.65%

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

减少所致。

研发投入

82,978,676.60 81,640,377.46 1.64%

无重大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45,543,254.67 181,802,520.50 365.09%

主要系销售商品、 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购买

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以及支付的税费减少等

综合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25,233,355.82 -246,734,832.43 -72.34%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导致

投资活动流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139,713.61 -74,378,790.68 106.91%

主要系借款增加以及支付

的股利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423,978,205.80 -140,524,429.61 401.71%

主要系以上因素综合影响

所致。

其他收益

123,620,341.24 154,077,806.38 -19.77%

无重大变动。

（4）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2,572,289,451.73 100% 2,812,163,650.57 100% -8.53%

分行业

造纸业

2,572,289,451.73 100.00% 2,812,163,650.57 100.00% -8.53%

分产品

原纸

2,164,666,606.39 84.15% 2,406,348,235.42 85.56% -10.04%

纸箱及纸板

241,681,457.13 9.40% 233,354,794.90 8.30% 3.57%

生活用纸

159,095,026.80 6.18% 164,395,391.48 5.85% -3.22%

其他

6,846,361.41 0.27% 8,065,228.77 0.29% -15.11%

分地区

浙江地区

1,276,561,912.16 49.62% 1,333,939,358.35 47.43% -4.30%

江苏地区

713,174,286.64 27.73% 786,714,297.10 27.98% -9.35%

上海地区

366,993,716.33 14.27% 454,951,388.51 16.18% -19.33%

其他地区

215,559,536.60 8.38% 236,558,606.61 8.41% -8.88%

（5）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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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造纸业

2,572,289,451.73 2,320,444,981.73 9.79% -8.53% -2.44% -5.63%

分产品

原纸

2,164,666,606.39 1,957,252,663.99 9.58% -10.04% -2.58% -6.93%

纸箱及纸板

241,681,457.13 213,586,677.61 11.62% 3.57% 2.28% 1.11%

分地区

浙江地区

1,276,561,912.16 1,143,782,322.92 10.40% -4.30% 2.09% -5.61%

江苏地区

713,174,286.64 647,343,065.19 9.23% -9.35% -2.93% -6.00%

上海地区

366,993,716.33 332,562,576.87 9.38% -19.33% -14.26% -5.37%

其他地区

215,559,536.60 196,757,016.75 8.72% -8.88% -3.27% -5.29%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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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一金融工具列报》。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对相关财务

报表项目的影响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之“29、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

2）2019年4月30日， 财政部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

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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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

）

景兴控股（马）有限公司 新设

2019

年

3

月

1.00

林吉特

100.00

绿创工业（马）私人有限公司 收购

2019

年

4

月

2.00

林吉特

100.00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在龙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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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9年8月23日向全体董事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召开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公司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于2019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9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

董事长朱在龙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临2019-040。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41。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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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9年8月23日向全体监事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召开六届十八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公司六届十八次监事会于2019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为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沈强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临2019-040。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进行修订，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41。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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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1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

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通知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新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会〔2019〕6号” 的规定执行财务报表列报格式。其他未变更部分，

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文的相关规定，公司结合财会〔2019〕6号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

行相应调整，主要变动内容如下：

1、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3、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等项目。其中：“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

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

账面价值。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

期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等项目；

4、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5、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等项目。其中：“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

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

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6、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

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7、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

不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

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进行修订，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对公司主要会计政策进行相应修订，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修订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主要会计政策的修订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六届监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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