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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岳 阳 林 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要提示

（一）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6009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湘燕 顾吉顺

电话

0730-8590683 0730-8590683

传真

0730-8562203 0730-8562203

电子信箱

zqb-yylz@chinapaper.com.cn zqb-yylz@chinapaper.com.cn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7,138,627,848.80 17,327,808,411.80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68,810,588.11 5,368,913,149.85 -1.8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6,298,078.65 -195,638,334.84 634.81

营业收入

3,129,227,316.92 3,196,421,759.45 -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843,606.85 -127,616,011.97 2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12,485,969.54 -149,553,439.98 24.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76 -2.41

增加

0.6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0 -0.122 26.2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0 -0.122 26.23

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634.81%，主要系应收票据贴现比例提高所致。

（二）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8,876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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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7.34 389,556,901 200,000,000

质押

150,000,00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3 22,220,631 0

无

李寒光 境内自然人

0.60 6,240,807 0

无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1 3,218,605 0

无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

稳

健人生系列伞形结构化

1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30 3,113,601 0

无

北京中物联物流采购培

训中心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0.30 3,077,355 0

无

彭太平 境内自然人

0.25 2,600,000 0

无

江西世奥体育产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0.24 2,505,499 0

无

刘迪中 境内自然人

0.20 2,080,460 0

无

郑月琴 境内自然人

0.19 1,98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

（三）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以深化改革为核心，以创新驱动为手段，落实“四新”（改革新举措、经营新思

路、管理新方法、激活新机制）要求，积极推进管理和经营的优化提升，促进了公司的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

公司持续促进机构、职能改革,�创新销售考核模式、优化销售内部管理，加强了新产品开发和品牌建设、

推广、客服管理、运营分析、市场调研力度；持续管理创新，优化考核激励方案，深入推行精细化管理、流程

梳理和“三合一”体系建设；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系统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纸及商品浆64.32万吨，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2,922.73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84.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46%；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

713,862.7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26,881.06万元，资产负债率69.24%。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3,129,227,316.92 3,196,421,759.45 -2.10

营业成本

2,674,373,864.73 2,802,808,308.38 -4.58

销售费用

117,777,581.07 130,434,440.15 -9.70

管理费用

177,853,147.01 189,742,303.65 -6.27

财务费用

259,471,562.48 229,466,139.21 1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6,298,078.65 -195,638,334.84 634.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82,085.24 -44,709,472.93 83.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3,049,614.10 141,998,074.72 -778.21

研发支出

96,692,497.09 107,578,100.88 -10.12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应收票据贴现比例提高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少支出主要系公司当期工程项目建设减少所致；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归还贷款（包含短期融资券） 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

致。

2、其他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A．利润构成变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

%

）

营业利润

-114,845,721.47 -152,205,212.03 24.55

期间费用

555,102,290.56 549,642,883.01 0.99

营业外收支净额

21,033,968.14 24,686,264.13 -14.79

利润总额

-93,811,753.33 -127,518,947.90 26.43

B．利润来源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导产品

2014

年上半年净利润

2013

年上半年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增减比例

（

%

）

母公司 文化纸

1,117.59 180.81 518.10

骏泰浆纸 浆板

-10,184.11 -12,730.19 20.00

湘江纸业 包装纸

-2,196.75 -2,231.97 1.58

茂源林业 林业

982.92 1,539.97 -36.17

森海林业 林业

619.78 280.40 121.03

双阳林化 化工产品

294.20 203.54 44.54

合计

-9,366.36 -12,757.44 26.58

(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4年5月29日公司如期兑付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3-2014计息年度的利息。

2014年6月13日公司如期兑付到期的2013年度第一期6.5亿元短期融资券。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申请2014年首次注册发

行6亿元短期融资券，目前已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接受通知书》。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目前正在启动2014年

第二次注册短期融资券的申请工作。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4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实施“林、浆、纸” 一体化发展战略，公司共生产纸及商品浆板64.32万吨，为

年初经营计划130万吨的49.48%；实现营业收入312,922.73万元，为年初经营计划66.80亿元的46.84%，

期间费用55,510.23万元，为年初经营计划11.70亿元的47.44%。

针对国内造纸行业严峻的竞争形势，公司加大了内部运营机制的改革力度，加强了全面预算管理、产

品市场对接，但受进口浆冲击及下游景气度的影响，溶解浆价格总体仍低迷；国内包装纸市场供过求，包

装纸销售不畅，价格大幅下降。 子公司的商品浆板、包装纸产能约占公司浆纸产能的42%，其亏损导致公

司整体经营效果不理想。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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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970,319.94 2,492,687,483.35 13.90 -4.25 -7.13

增加

2.67

个百

分点

林 业

68,996,108.62 59,885,730.72 13.20 16.01 16.57

减少

0.43

个百

分点

化工业

49,898,459.52 34,535,278.78 30.79 6.70 2.31

增加

2.97

个百

分点

小计

3,013,864,888.08 2,587,108,492.85 14.16 -3.70 -6.58

增加

2.64

个百

分点

分产品

浆板

528,077,731.23 469,362,414.67 11.12 -33.94 -39.79

增加

8.63

个百

分点

颜料整饰纸

741,494,854.97 599,061,694.87 19.21 -3.65 -8.13

增加

3.94

个百

分点

包装纸

445,223,757.78 408,592,566.68 8.23 15.79 19.23

减少

2.65

个百

分点

轻涂纸

322,886,671.99 266,162,922.05 17.57 11.76 13.79

减少

1.47

个百

分点

复印纸

76,347,311.81 72,429,486.82 5.13 -49.58 -47.14

减少

4.39

个百

分点

淋膜原纸

136,924,615.23 126,586,153.68 7.55 1.00 1.19

减少

0.17

个百

分点

工业纸

117,854,704.76 97,378,192.29 17.37 -33.60 -34.46

增加

1.07

个百

分点

轻型纸

130,315,025.86 103,544,285.06 20.54 8.22 10.07

减少

1.34

个百

分点

其他纸

395,845,646.31 349,569,767.23 11.69 101.81 104.31

减少

1.08

个百

分点

木材

68,996,108.62 59,885,730.72 13.20 16.01 16.57

减少

0.43

个百

分点

化工产品

49,898,459.52 34,535,278.78 30.79 6.70 2.31

增加

2.97

个百

分点

小计

3,013,864,888.08 2,587,108,492.85 14.16 -3.70 -6.58

增加

2.64

个百

分点

说明：报告期林业收入、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公司木材销量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浆板销售毛

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8.6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2013年上半年受进口浆冲击及下游景气度的影响，浆板

价格总体低迷，溶解浆生产成本仍偏高，亏损严重；2014年以来溶解浆价格未有明显提升，但是公司从自

身入手，压缩开支，提升质量水平，溶解浆产量与质量基本稳定，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毛利有所改善。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2014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华 北

481,066,929.01 -23.07

华 东

792,146,921.13 -4.40

华 中

536,235,429.05 -18.88

华 南

588,162,415.11 0.24

西 北

189,505,349.48 119.65

西 南

156,134,771.43 -21.45

其他地区

270,613,072.91 89.13

合计

3,013,864,888.08 -3.70

说明：西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幅119.65%，主要是子公司骏泰浆纸在西北地区的销售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加9,385万元所致；其他地区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幅89.13%，主要是母公司本期

增加了浆板销售及纸产品出口所致。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股权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不持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期货公

司等金融企业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未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委托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2014年8月22日公告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4年上半年）。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报告期内，该公司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抓手，严格绩效考核，着重推进了林业存量资源的盘活、园林绿

化市场领域的开拓、杨树林地的分类经营等方面工作。

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91.36万元，利润总额992.15万元，净利润982.92万元。 报告期末，

茂源林业总资产25.84亿元，净资产9.82亿元。

(2)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报告期内，该公司木材采购价格上涨，主导产品包装纸销售不畅，价格低迷，消化库存和较高的应收

账款影响了效益。

2013年7月，公司公告了湘江纸业搬迁事项。 为加快推进项目进程，湖南省国资委、永州市委、市政府

及公司委托的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湘江纸业搬迁的原则及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洽谈，

形成了以下纪要：同意将湘江纸业搬迁至岳阳林纸本部（岳阳市城陵矶）；同意将湘江纸业原址土地变性

为商居开发用地，并将湘江纸业原址土地处置的全部收益用于支持湘江纸业搬迁和企业原址周边规划的

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 永州市政府对该地块规划及土地变性予以支持。 具体详见2014年7月16日《岳阳

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湘江纸业搬迁事项的进展公告》。

报告期内，该公司机制纸产品产量为9.20万吨，实现营业收入47,625.27万元，利润总额-2,196.75万

元，净利润-2,196.75万元。 报告期末，湘江纸业总资产16.50亿元，净资产5.50亿元。

(3)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报告期内溶解浆反倾销未达到预期效果，受进口商品浆冲击及下游景气度的影响，溶解浆的销售价

格低迷，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下降近9%；针叶文化浆、漂白阔杂浆的销售价格受产能释放及部分湿浆厂

在梅雨季节低价出货的影响，价格下降明显。 同时，较高的浆板库存和应收账款也影响了效益。

报告期内，该公司浆板产量为14.78万吨、发电量2.47亿千瓦时，其中上网电量1.08亿千瓦时。 实现营

业收入65,757.09万元，利润总额-10,184.11万元，净利润-10,184.11万元。 报告期末，骏泰浆纸总资产

47.39亿元，净资产11.17亿元。

(4)湖南森海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0.33万元，利润总额394.62万元，净利润619.78万元。 报告期末，

森海林业总资产6.52亿元，净资产1.76亿元。

(5)怀化市双阳林化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报告期内， 该公司共生产双氧水及其他化工产品6.97万吨， 实现营业收入4,999.76万元， 利润总额

298.10万元，净利润294.20万元。 报告期末，双阳林化总资产2.66亿元，净资产0.81亿元。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双阳林化以自筹资金1349万元对其双氧

水一期装置进行技术改造。 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处于前期筹备阶段。

(五)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中制定的现金分红政

策，经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2013年 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043,159,148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625.90万元（含税），于2014年6月9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2013年

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并于6月13日实施完毕。

(六)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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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及说明

√ 不适用

(八)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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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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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的时间、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4年8月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8月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董事11人，实际表决11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2、 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2014年上半年）》。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3、 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双阳林化收购其控股子公司骏源化

工剩余49%股权的议案》。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缩减管理层级，同意全资子公司怀化市双阳林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阳林

化” ）以226.527万元（收购价格以经评估后的权益价值462.30万元为依据，按股权比例确定），收购湖南

洁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怀化市骏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源化工” ）49%的股权。 收

购完成后，双阳林化持有骏源化工100%股权，骏源化工的法人资格将注销。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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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年上半年）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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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募集资金存放符合公司有关制度规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

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0〕1252号文核准，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代销方式，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共配售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19,095.9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7.70元，共计募集资金147,038.46万元，扣除承销和

保荐费用3,234.85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43,803.61万元，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12

月28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扣除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

新增外部费用682.69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43,120.92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0〕2-30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当前余额

1、募集资金募投项目使用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配股募集资金137,850.86万元，2014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457.85万元

（含利息收入187.79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38,308.71万元（含利息收入187.79万元）。

2、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3年12月13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茂源林业” ）以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3、募集资金当前余额

截至2014年6月30日，配股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43.11万元（为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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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岳阳林

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及募集资金具体用途，本公司和茂源林业对2010年12月配股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并连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分别于2011年1月18日、2011年5月6日与兴

业银行长沙星沙支行（以下简称乙方）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本公司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368180100100080432）、茂源林

业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368180100100083463），该等专户仅用于公司2010年度配股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丙方作为公司的保荐人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2012年2月29日，本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丙方签署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荐工作的协议》。 协议约定，丁方作为本公

司2011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将承接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含当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的公司配

股保荐协议项下丙方的持续督导义务和相关工作。茂源林业、兴业银行长沙星沙支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于2012年3月12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茂源林业用于对外收购林木资产项目

的剩余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以上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配股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

元

）

备 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

沙支行

368180100100083463 431,136.83

茂源林业账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收购泰格林纸集团所持有的骏泰浆纸公司100%的股权（96,

400.00万元）、增加骏泰浆纸公司注册资本（22,220.92万元）、对外收购林业资产项目（24,500.00万

元），其中：收购泰格林纸集团所持有的骏泰浆纸公司100%的股权、增加骏泰浆纸公司注册资本的募集资

金在报告期之前已使用完毕。

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全部为对外收购林业资产项目，报告期内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457.85万

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 该项目累计使用配股募集资金19,687.79万元， 占该项目募集资金总额的

80.36%，未使用金额为4,812.21万元，占该项目募集资金总额的19.64%，未使用完毕的主要原因：为提高

林地收购和使用效率，经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扩大了收购实施地点、扩展了树种范围；

林业收购执行过程中的林调和流转的流程时间影响。 对外收购林业资产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以茂源

林业实现收益进行核算。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年12月4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配股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暂时闲置的部分配股募集资金补充全资子公司茂源林业经营流动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13年12月13日，茂源林业以募集资金5,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报告期末，该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尚未到期。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相关信息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附件：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年上半年）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年上半年）

编制单位：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3,120.9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7.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8,308.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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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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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泰格林

纸集团所持

有的骏泰浆

纸公司

100%

的股权

否

96,400 96,400.00 96,400.00 0 96,400.00 0 100%

2011

年

-10

，

184.11

-

否

增加骏泰浆

纸公司注册

资本

否

74,100 22,220.92 22,220.92 0 22,220.92 0 100%

2011

年

-

否

对外收购林

业资产项目

否

24,500 24,500.00 24,500.00 457.85 19,687.79 -4,812.21 80.36%

2018

年

- -

否

合 计

－ 195,000.00 143,120.92 143,120.92 457.85 138,308.71 -4,812.2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项

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

“

三

、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中的

“（

三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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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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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的时间、方式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4年8月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8月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监事5人，实际表决5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2014年上半年）》。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汉商集团 股票代码

600774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振宇 曾宪钢

电话

027-68849119 027-84843197

传真

027-84842384 027-84842384

电子信箱

fzy1219@126.com hshsd@126.com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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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1,691,417,690.34 1,669,412,371.42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5,422,111.38 539,843,715.66 1.0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1,894.41 14,932,117.91 -42.39

营业收入

482,920,543.59 520,663,996.17 -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8,395.72 4,850,556.34 1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797,680.82 4,930,408.53 -4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3 0.92

增加

0.1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2 0.028 14.2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2 0.028 14.29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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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武汉市汉阳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办公室

国家

27.86 48,644,653

无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53 34,087,282

质押

34,087,282

阎志 境内自然人

5.46 9,534,295

无

江斌 境内自然人

4.58 8,001,310

无

刘艳玲 境内自然人

2.03 3,538,200

无

武汉君友置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2,027,188

无

武汉市立兴福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1,537,536 1,537,536

无

深圳市正兆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7 1,341,300

无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7 1,170,646

无

盖宏 境内自然人

0.48 835,4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和阎志为一致行动人

，

江斌和刘艳玲为一致行动人

。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今年上半年，面对全国消费增速放缓，同行业竞争加剧、武汉城市地铁建设引起卖场周边封路打围等

诸多不利因素，公司坚定信心，克难攻坚，进一步明晰"优质资产+优秀团队=市场竞争力"的汉商模式，以"

提质、提效、提速"为主题，切实贯彻"下深水、打硬仗、攻难关、建功立业"的经营作风，全面发挥汉商独有

的经营特色、文化特色、组织特色和作风特色，继续围绕"三圈一心"的优质资源，深耕银座、21世纪、武展"

三大购物中心"，做实做强零售业、会展业、商业地产业"三大主业",强力推进21世纪购物中心扩建、银座2

号和3号"三大项目"，全力拓展婚庆、酒店、物业、客服、自营"五项配套"业务。 上半年，公司销售4.83亿元，

同比下降7.25%，实现净利润557.84万元，同比增长15.01%。

(一)零售业全面升级上档，确立了区域竞争优势

集团公司三大购物中心以打造成综合化、大众化、时尚化购物中心为目标，大力开展"五大升级",即

品牌招商升级、功能业态升级、经营促销升级、服务方式升级和环境形象升级，提升经营品质，强化经营特

色，构筑区域竞争中的品类板块优势、品牌专柜优势、营销活动优势和服务环境优势。

银座购物中心"勇"字当头，紧紧围绕"突破、提升"这一中心，创新谋变抓调整，攻坚克难招品牌，全力

以赴增业态，开创了经营管理新局面。 一是圆满完成"男馆左、女馆右"重大经营布局调整，形成女装集中

新楼、男装集中老楼的两个定位鲜明的主题楼，彻底解决新老楼摆布不合理的问题，成为银座购物中心打

开新局面的关键一招。 以布局调整为契机，各经营公司共引进知名品牌27个，优化品牌组合阵容，实现了

品牌的吐故纳新；与时尚潮流接轨，统一各专柜装修设计风格；店堂内走道通透，动线通畅，边角出彩，导

视清晰，卖场形象焕然一新。二是积极拓展品类业态，做强优势板块聚集了人气。沿东街开辟餐饮区，引进

“婆子妈” 、“李二鲜鱼” 、傣妹火锅、椰岛美发、康琪健身馆等项目，餐饮、美发、健身等休闲业态融合对

接，形成了多业态良性互动的集群效应。三是特色经营促销拉动了人气和销量。以节假日的促销带动销售

热点扩销增利，上半年10次整体营销活动实现销售占购物中心销售的33%。 各经营公司积极开展富有自

身特色的部门促销活动，抓好双休和大型特卖，特色营销亮点纷呈。

21世纪购物中心在"兼修双赢"上下功夫，内提品质优业态、外树形象拓规模，进一步强化了集团公司

龙头店和商圈旗舰店地位。 一是经营布局调整和品牌招商取得新进展。 女装公司在服饰品牌上不断推陈

出新，引进时尚女装普普风、国际户外名品哥伦比亚等21个新品牌。 巧妙布局，将中老年品牌移至前区，"

拉夏贝尔"、"佩吉"等名品集合店调至经营后区，亮化后区经营环境。 品牌与布局的同步升级巩固了女装

公司在王家湾商圈的潮流引领地位。 综合公司重装升级卖场形象，优化店堂布局，形成前厅皮鞋区，后厅

箱包区的全新布置。日化部引入澳大利亚品牌格兰玛弗兰，实现了国际知名日化品牌入驻重大突破。数码

家电部"苹果"、"三星"体验店等品牌专柜全面提档升级,"IT品牌集合店"效应凸显。 男装金钟公司把握时

尚休闲男装市场热销契机，引进博士邦尼等10家时尚男装，构建以知名成熟男装品牌为主导，大众流行品

牌为中坚的品牌组合阵容。黄铂金类的周大福、六福等品牌店面新装升级，销售额在汉阳地区继续保持龙

头地位。 家居儿童用品公司引进跳格子等3家童装,进一步增强商圈儿童市场占有率。 二是业态引进增加

新亮点。 为给顾客营造闲适愉悦的购物环境，女装公司引入了"故事"书吧，靓丽店堂的同时平添了几分文

化气息。 以抢抓室内运动方兴未艾的商机为目的，家居儿童用品公司引入了集美容、美体、器械健身于一

体的香港康祺健身会所等室内运动项目。新的娱乐休闲业态吸引了众多年轻消费者，有效提高了人流量。

三是营销活动增加新手段。利用微信建立"微营销"模式，受到顾客青睐。创新品牌特卖，深研品牌特性，对

有影响力、需要培育、需要比住对手的品牌做活做足特卖。四是扩建项目稳步推进。一期工程结构于3月中

旬封顶，新楼的功能定位、经营布局、品牌招商、项目储备和与老楼对接等工作有序进行；二期工程完成家

乐福顶棚网架的拆除、肯德基搬迁等前期准备，为工程施工奠定了基础。 五是综合管理向精细化发展。 现

场人员、服务、环境、专柜、安全等综合管理得到进一步强化，确保了良好的经营秩序。

武展购物中心发挥地段、地铁"两地"优势，坚持青春、时尚的大众消费路线，坚定"品牌特惠店"的经营

定位，全力抢占商圈市场份额。 1至6月实现销售、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2.93%和13.08%，双超年中计划目

标。 一是坚持时尚引领与品牌适销并举。上半年共引进Z11、富贵鸟等5个平价时尚服装品牌，壮大时尚品

类的同时突出实惠特色。 二是品牌特惠特卖和品牌培育均取得良好效果。 上半年共组织80余场各类特卖

会，实现销售900多万元，有力地促进了整体销售。品牌大户发展势头迅猛，各专柜销售额呈高基数增长态

势，扩销能力不断增强。三是调整经营结构，经营品类、业态进一步丰富。抓住黄金类商品旺销的窗口机遇

期，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规划商场前区800平方米面积为黄铂金区，并与5家黄铂金品牌成功签约。 为推

动"餐饮连商场，业态带人气"经营新格局的形成，扩大武展美食汇面积，调整后区1000平方米面积为美食

汇二期经营用地，时尚餐饮招商工作全面启动。 四是加强宣传导视，顾客进店率持续提升。 在地铁出入口

和地下通道口制作了醒目的导视牌，实时发布各类促销信息，吸引了众多地铁人流、展业人流、游客人流

进店购物。

(二)会展业全力提质增效，形成了功能齐全的现代服务业中心

会展中心在提质增效上着力，充分发挥展馆品牌、所处地段多功能配套等优势，千方百计拓宽办展思

路，盘活场馆资源，连通各经营业态，形成展览、会议、酒店、广场、购物、餐饮、娱乐、教育八大板块联动格

局，全力打造多功能现代化服务中心，全面提升综合创效水平，效益逆势增长。 上半年共举办各类展会36

场、华中人才展32场，会议292场，广场活动?18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45%，减亏54.36%。

针对武汉展览市场"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和行业竞争加剧的现状，展览公司以维护老客户培育强品

牌例会为基础，主攻专业展、消费类、文化类和经贸交流展会，积极对外开拓市场，1至6月收入、利润同比

分别增长8.3%和7.1%。 新引进的"良中行第二届食材节"、"中国（武汉）茶业茶文化博览会暨紫砂、陶瓷、

茶具、工艺品展"等8个展览项目带来收入190余万元。各大展会现场人头攒动，订单中心摩肩接踵，特色活

动精彩纷呈，在赢得参展商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经济效益，展览部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

半"。 积极开拓展览工程搭建业务，创造展览新的效益增长点，上半年实现收入170余万元。

会议酒店公司着力完善一体化经营，深化会议宴会、酒店两大主体经营联动，提升酒店营销管理能

力，1至6月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5.4%和38.5%。 一是抓紧实施俄罗斯花园、长江厅等硬件设施建设、

改造项目，兼具功能性与实用性，完工后将推动会展中心创效能力和经营实力再上新台阶。二是调整优化

营销管理结构，夯实会议、酒店、餐饮、宴会一体化业务链。 将前台对外业务归口营销部，统一对外销售口

径，简化预订流程，散客入住量明显上升。三是抢抓大型综合业务，拓展各类会议活动的承接。上半年成功

承接广州路卡公司、中国建筑行业协会、一起装修网等一批10万级以上业务，累计创收230余万元。四是创

新会议酒店营销。通过推出特价房、小时房等新产品的方式刺激前台散客房销售，6月份，客房销售额达70

万元，创酒店开业来最高纪录。

综合公司不断调整经营思路，积极应对外部复杂的市场环境，1至6月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4%

和38.5%，经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一是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协调沟通和广场活动组织力度，积极招展引展。

成功引进"迅雷看看车展"、"搜狐车房展"等广场活动5个，上半年广场活动收入同比增长49.9%。 二是在停

车业务上挖潜创效。 合理调整停车收费标准，重启广场停车收费，开发周边写字楼内有停车需求的客户，

上半年停车收入同比增长38%。三是加快推进物业招商工作。今年5月，武汉地区经营面积最大、高端进口

汽车品牌最全的汽车展示厅"名车世界"在南馆名店街正式开业，年增租赁收入640余万元。至今年6月，顺

利完成整个南馆名店街商户招商工作。

(三)地产业加紧资源开发，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

集团公司以"商业带地产，地产促商业"的总体思路，紧抓地铁四号线、六号线开通开工和鹦鹉洲长江

大桥即将建成的机遇，借鉴银座项目开发取得的成功经验，积极开拓地产开发项目。

一是21世纪购物中心扩建项目进展顺利。作为集团公司展示新形象、新实力的标志性重点项目，充分

利用商圈业态升级和王家湾地区两条轨道交通线建设的历史机遇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建成后新增营

业面积6万平方米。在保进度、保质量、保经营、保安全的方针指导下，今年3月，扩建工程一期共8层结构封

顶，新增营业面积1.16万平方米，其中地下1层，地上8层。 截至6月底，扩建工程一期1楼已交付家乐福装饰

进场，2、3、4楼装修设计及设备安装完工，外墙砌体粉刷、屋面防水及排水工程顺利完成，扩建工程二期现

已完成施工用水进水系统和消防设施的安装。

二是银座2号原汉阳区委党校地块开发项目全面启动。 项目的概念方案、土地储备计划和征收计划、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已获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 市国土规划局项目规划意见及范围图已下达，路

网、管网现状及危房鉴定报告已取得，项目概念设计已通过区规划局和新区规划院审查，项目报批工作已

圆满完成，规划咨询意见也已出台。 征收工作小组完成入户摸底调查，并已进行了征收前的公示。

三是银座3号原知音饭店改建项目有序开展。 项目建设的初步方案与归元东片地区整体规划全面对

接，形态、文化元素等方面协调一致。 积极与钟家村小学进行协调沟通，做好学校的规划调整、搬迁、征地

工作。以深圳"万象城"、香港"海港城"等知名地铁站为模板，与武汉地铁集团积极商洽项目地下接口形式，

力求良好的项目设计视觉效果。

(四)婚庆、贸易、物业管理等配套业务蓬勃发展

作为集团公司业务板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庆业不断壮大，强化行业领先地位。武汉婚纱照材城不

断挖掘场地增值潜力，优化商户结构，在主楼经营上引进业内美誉度高的福成摄影化妆学院和北京大美

东方妆美发美容化妆美甲学校，打造婚庆服务一条龙。 调整经营业态，引进餐饮业和电信业，经营结构向

多元化发展。 首创"城内办展"营销模式，举办"武汉民间摄影艺术展"及十周年庆典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

市场形象和业内影响力。 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34%。

贸易公司创新营销思路，广拓业务渠道，全力做好储值卡销售、VIP客户发展和批发团购业务。在储值

卡的"售"与"受"上下功夫，扩大销卡量，拓宽受卡面。租赁业态收卡签约客户达31家，新增VIP会员近5000

人。针对批发市场的变化，团购业务在服务好老客户的同时想方设法发掘培育新的团购单位，业务范围进

一步延伸。

物业管理公司牢固树立银座环境营造与物业管理一体化思维。努力克服因周边道路封堵导致写字楼

租户退租等困难，将物业管理与中介服务相结合，拓宽增收渠道，写字楼平均出租率始终保持在95％以

上。 提高汉商人信物业管理水平，做好银座的秩序维护、环境卫生、交通组织、客物流通等工作，为银座D、

E栋642户优先办理了产权证。 商业街新引进商户9家，花车10节，确保了银座东街满场旺场，也带动了商

场人气。

品牌代理公司创新品牌代理模式，引进箱包欧力尼、万里马等品牌，在几个大型商场布点。 引进匈牙

利拉茨格红酒，以合作方式经营，扩大市场覆盖率。

半年来，集团公司各后勤管理部室牢固树立"经营第一，一线老大"的观念，始终以满足一线需要为根

本出发点，强化专业职能，在业务指挥、财务管理、劳动用工、工程建设、企业管理、招商引项、股证管理、安

全防范等方面，全力为一线提供及时、有力的后勤保障。

下半年，银座购物中心将以经营布局调整的完成为契机寻求经营新突破，打好翻身仗；21世纪购物中

心还要为实现规模大发展和效益大提升再接再厉；武展购物中心还将继续打造"武汉最佳地铁店"，效益

再上新台阶；会展中心将进一步发挥现代服务业多功能积聚的特色优势，各项经营管理任务依然艰巨。我

们将继续围绕"提质、提效、提速"的工作主题，负重拼搏，勇攀新高，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482,920,543.59 520,663,996.17 -7.25

营业成本

349,682,617.85 387,171,832.44 -9.68

销售费用

28,034,489.05 28,525,578.94 -1.72

管理费用

80,236,974.64 79,524,824.36 0.90

财务费用

14,061,873.57 15,563,856.90 -9.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1,894.41 14,932,117.91 -42.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90,099.98 -22,587,749.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055,310.88 -11,563,424.24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受汉阳区地铁施工封路影响，销售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销售减少，成本下降。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利息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销售减少。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1

、

商品销售

396,990,286.83 344,799,110.46 13.15 -10.04 -10.61

增加

0.56

个百

分点

2．

旅业

148,907.00 101,148.64 32.07 -68.24 5.29

减少

47.44

个百

分点

3．

展览业

32,413,784.01 2,039,010.91 93.71 22.45 100.19

减少

2.44

个百

分点

4．

酒店业

3,831,491.90 31,681.00 99.17 69.68 -89.85

增加

13.00

个百

分点

5

、

物业管理

1,011,904.00 100.00 11.99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公司以商品零售为主，主要客户为湖北地区消费者。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2、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董事长：张宪华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774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

2014-016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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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8月8日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会

议于2014年8月20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张宪华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8人，董

事阎志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张晴女士代为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董事会2014年半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公司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