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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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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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实施本次利润分配

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减去公司实施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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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顺洁柔 股票代码 0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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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启超 曹卉、梁瑶

办公地址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号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号

电话 0760-87883333 0760-87883333

电子信箱 seven.zhou@cs-paper.com

huicao@cs-paper.com、

yaoliang@cs-pap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978年，公司创始人邓颖忠先生开启创业历程，从精耕纸品加工开始，经过四

十二年的发展，公司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生活用纸头部企业，并始

终围绕着“产品要品牌，企业要品牌，做人更要品牌”的企业价值观，从生活用纸出

发，延展至棉类系列产品、卫生巾、婴儿纸尿裤等跨品类家庭生活用品。

公司目前拥有洁柔、太阳、朵蕾蜜三大品牌；产品聚焦在卷纸、无芯卷纸、抽纸、

纸手帕、 湿巾、 个人护理产品、 婴儿纸尿裤、 棉花柔巾等； 主要包括Face系列、

Lotion系列、自然木系列、抑菌纸系列、金尊系列、湿巾产品、太阳系列、朵蕾蜜系

列、OKBEBE系列、新棉初白系列。 主要情况如下：

一、生活用纸（洁柔品牌+太阳品牌）

Face系列： Face可湿水面纸是洁柔的一大特色产品，通过不断的品质升级，

开发4层加厚型抽纸，柔韧厚实，一抽抵两抽，湿水不易烂，让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与

时尚感更好。 2020年，为更好地体现品牌的形象和高端格调，公司将油画元素融入

包装，推出“纸巾中的艺术品” Face油画系列产品。

Lotion系列：独有的Lotion可锁水面纸，乳霜倍亲肤，含有保湿因子，锁水更柔

滑，特别适合消费者呵护娇嫩的肌肤，母婴、鼻敏感、美妆均适用。

自然木系列：为实现健康安全消费理念、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黄色纸（低白度

纸），公司2017年推出首款黄色纸中的贵族“洁柔自然木系列” ，采用100%进口原

生木浆制造，纸质柔软强韧，全系列产品在质量等级上直接达到优等品质。

抑菌纸系列：随着国内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公司贴合消费者消费习惯的转变，

2021年初推出抑菌系列产品。 产品蕴含抑菌因子成分，经实验显示能有效减少纸

巾上99%以上的细菌滋生，有效抑制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给消费者

带来健康守护。

金尊系列：金尊产品使用100%进口原生木浆制造，产品纸质加倍厚实，同时做

到层层柔韧，是性价比高的系列产品。

湿巾产品：公司湿巾产品品种多样，母婴湿巾、消毒湿巾、护理湿巾、厨房湿巾、

纯净水湿巾，可以满足广大消费者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

太阳系列：为加快覆盖国内高-中-低端生活用纸市场，满足不同层级消费者

的需求，2019年，结合30万吨竹浆纸一体化项目，公司启用新锐纸巾品牌-太阳品

牌，开启了“双品牌”的经营策略。 太阳品牌定位更高质量、更低价格，是一款性价

比很高的产品，也是未来提升公司产品市占率的关键点。

二、护理用品（朵蕾蜜品牌）

朵蕾蜜系列：2019年，为迎合消费升级趋势，公司打造了全新个人护理品牌朵

蕾蜜。朵蕾蜜卫生巾产品面层源自天然棉花，双向循环透气，还有弹力柔软贴身、会

呼吸、任性动等舒适特点，为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女性用户提供“氢薄无感，无惧

潮涌” 新体验。

OKBEBE系列：2021年初公司推出新生婴儿护理品牌， 产品包括婴儿纸尿裤

与拉拉裤，具备医护级高标准，亲肤透气干爽好吸收，严格通过致敏微生物检验及

生产环境细菌等6大产品性能指标监控，致力于为婴儿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成长

体验。

三、健康精品

新棉初白系列：2018年，公司跨出生活用纸领域，推出高端新品“新棉初白”

棉花柔巾，产品采用100%新棉花制作，全物理工艺，完全“0”漂白，自然健康，柔软

亲肤，干湿两用、可做化妆棉、洗脸巾等个人清洁护理产品，特别适用母婴尤其是新

生儿、女性消费人群。

医用外科口罩：为响应政府号召，公司迅速展开医用口罩跨界生产，推出医用

外科口罩产品，具备“高效过滤、呼吸阻力小、佩戴舒适” 特性，获得欧盟CE、美国

FDA认证，且通过美国、欧盟、日本第三方实验室检测均达到同类最高质量标准。

其他健康精品：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适应市场需求，2020年起公司陆续推出

卸妆湿巾、女性护理湿巾、酒精消毒湿巾、漱口水、消毒洗手液、洗脸巾、一次性吸汗

巾、鞋垫等贴合消费者的个性化产品，在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基础上，形成公司产

品多元化发展格局。

中国生活用纸行业竞争依然激烈，行业集中度呈不断提高趋势，消费者对健康

生活理念不断加强，对品牌的关注与选择也在不断提高，行业内产品质量的关注依

然突出。 在此情况下，公司通过持续的品牌建设和品质保障，步伐稳健的产能布局

与渠道扩张，已成为市场上高端生活用纸的代表品牌之一，稳居生活用纸行业第一

梯队，得到广大消费者及资本市场的认可。

此外，公司一直秉持“只在乎您”的价值理念，持续深耕消费者需求，利用强大

的研发创新能力，不断进行产品升级优化，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优质舒适，

更贴合个性化需求的产品，提升消费者对于公司产品的美誉度，持续强化和巩固品

牌力，实现产品全国性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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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7,823,528,

416.32

6,634,914,

352.68

17.91%

5,678,517,

62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5,889,081.41 603,832,650.83 50.02% 406,993,18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1,552,986.81 588,728,468.59 51.44% 392,524,98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8,200,862.25

1,360,374,

901.86

-39.12% 437,254,844.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47 48.94%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46 50.00%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6% 16.42% 3.44% 12.67%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年末

资产总额

7,478,439,

747.77

6,026,271,

823.64

24.10%

5,145,910,

97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42,146,

076.42

4,077,004,

459.23

23.67%

3,311,242,

723.5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70,909,073.75 1,945,292,326.05

1,939,114,

329.20

2,268,212,68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3,429,517.35 269,269,967.26 218,993,617.46 234,195,97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6,893,864.62 259,641,873.34 215,156,319.23 229,860,92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0,547,734.57 174,010,853.76 -93,239,029.05 416,881,3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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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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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6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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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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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4% 375,655,958

中顺公司 境外法人 20.32% 266,504,7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29% 82,484,484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

合

其他 1.00% 13,112,327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天达环球策略基

金－全中国股票基金（交

易所）

境外法人 0.84% 11,033,861

岳勇 境内自然人 0.80% 10,537,741 10,031,24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

合

其他 0.74% 9,700,878

邓颖忠 境内自然人 0.51% 6,752,811 5,064,608

喀斯喀特有限责任公

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48% 6,326,197

中山市新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6,083,6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顺公司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邓颖忠先生、邓冠彪先生和邓冠杰先生控制下的企业，

即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顺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岳勇先生

为本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邓颖忠先生为本公司现任董事、实际控

制人之一。

2、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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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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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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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对整个生活用纸行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环节在短期

内造成了一定影响，公司管理层在疫情初期即刻应变，表现出了优异的综合运营能

力和抗风险能力，经历了抗疫、防疫、复工复产的征程，有序安排疫情防控工作，将

挑战转变为机遇。 同时，公司坚持核心战略和经营目标，上下一心，通过拓展品类，

深耕渠道、加速推广等有力措施，推动公司业绩和利润稳健提升。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24亿元，同比增长17.9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9.06亿元，同比增长50.02%，圆满完成全年既定目标，为全面推动公司

向高质量、效益化方向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产品品类拓展，助力销量提升

报告期内，为响应政府号召，公司迅速展开医用口罩跨界生产；此外，随着后疫

情时代的到来，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公司快速适应市场需求，把握机遇，陆

续推出了抑菌纸、酒精消毒湿巾、消毒洗手液、漱口水等产品，有效提升品牌效应，

形成多元化产品战略。 报告期内新品销量良好，推动了公司业绩持续提升，成为公

司又一利润增长点。

（2）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渠道建设完善，销售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调整产品结构，提升重点品、高毛利产品的销售占比。

另外，疫情期间消费者偏向线上消费模式，公司迅速适应市场消费变化，在保证其

它渠道平稳运作的同时，加大投放线上资源，强化电商渠道的布局和发展，使得电

商渠道取得较为亮眼的成绩。 2020年，公司生活用纸毛利率达到42.10%，位居国内

生活用纸行业第一。

（3）国际纸浆价格下降，推动毛利率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主要原材料纸浆的价格总体维持在较低水平，得益于生产

成本降低和公司规模效应，公司产品毛利率有效提高，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2020

年末，纸浆价格开始有所回升，公司采购团队凭借对纸浆行情的专业预判能力及充

足的资金实力，通过提前储存原材料的策略，有效平滑未来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

成本压力，为公司控制成产成本，抢占市场份额以及扩大销售规模打下坚实基础。

（4）股权激励计划顺利完成第一期解锁/行权，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及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工作及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

行权启动工作，激励对象收益喜人，使员工共享公司发展红利，持续激发员工积极

性，有利于充分发挥全员价值，为公司长期稳健发展夯实基础。

（5）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体现头部企业人文精神

作为一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民族企业以及生活用纸头部企业， 公司始终

心系抗疫前线的广大医护人员和人民大众，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为应对疫情，

公司响应政府号召，迅速开展口罩跨界生产，捐赠1,080万元现金并提供50万元的

卫生消毒湿巾和其他生活用纸，用于疫情防控专项专用；为缓解防疫物资短缺的状

况， 向一线防疫地区和其他支援抗疫单位捐赠了超100万片医用外科口罩以及5,

000余片女性卫生巾；2021年2月， 对石家庄一线抗疫人员捐助了100余万元物资。

2021年3月，公司向俄罗斯、巴基斯坦、缅甸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捐赠400万只

口罩，助力国际抗疫。 公司通过以上行动全力支援疫情防控工作，为一线战疫人员

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体现了担当有为的企业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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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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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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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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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2月25日决议通过， 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

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

为执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核算和列报等方

面。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择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

响数进行调整。 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 项目变更为

“合同负债” 项目列报。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未对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产生影响，对2020年1月1日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1月1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142,476,562.31 28,227,454.47

合同负债 142,476,562.31 28,227,454.47

（2）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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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29日，由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朵蕾蜜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

60%，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0%。 公司自2020年12月起将朵蕾蜜卫

生用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尚无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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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

知于2021年4月16日以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2021年4月27日在公司五

楼中央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 公司全体监事会

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鹏先生主持。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0年年度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

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之“第四

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

独立董事何海地先生，时任独立董事葛光锐女士、黄洪燕先生向本次董事会提

交了2020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

环境、社会与管治（ESG）报告的议案》。

《2020年度环境、社会与管治（ESG）报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着公司发展与股东利益兼顾原则，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减去公司实施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

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董事邓冠彪先生、邓冠杰先生、戴振吉先生、刘金锋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人，回

避了此议案的表决。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情况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具体薪酬情况详见《2020年年度报告》之“第九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员工情况”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九、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董事邓颖忠先生、邓冠彪先生、邓冠杰先生、戴振吉先生、刘金锋先生、何海地

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人，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情况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具体薪

酬情况详见《2020年年度报告》之“第九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

况”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此议案将直接提交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及总裁提名，公司董事

会一致同意聘任邓雯曦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十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

司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具体住所信息，现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作出修订并重新制

定。 具体修订对比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住所：中山市东升镇坦背胜龙村

邮政编码：528411

公司增设一处经营场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

（B1幢三层、四层、五层及梯间）

邮政编码：528401

第六条 公司住所：中山市东升镇龙成路1号

邮政编码：528414

公司增设一处经营场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

号（B1幢三层、四层、五层及梯间）

邮政编码：528401

除以上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1年4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

提请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十三、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 《关于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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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拟在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公司五楼中央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 具体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2: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

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2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1年5月12日下午3: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或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公司五楼中央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

3、审议《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8、审议《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议案5、8属于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1、2、4、5、6、8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3、7已经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

8.00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进行登记；

（2）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

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传真或发送邮件等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

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准。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2、登记时间：本次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为2021年5月13日（9:30-11:30，14:

00-17: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四楼董事会办公

室）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

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

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60-87885678

传真号码：0760-87885677

工作邮箱：huicao@cs-paper.com

联系人：曹卉

通讯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

邮政编码：528401

2、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若有其它事宜，另行通知。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2511；投票简称：中顺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回避。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

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

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

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

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

8.00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填表说明：对累积投票议案请填写相应票数；对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

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月

注：1、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止；

3、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私章。

附件三：

参会股东登记表

截至2021年5月12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股东名称：

身份证号码/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帐户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2021年5月13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授权委托

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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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

知于2021年4月16日以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2021年4月27日在公司五

楼中央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董事会秘书及

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海元先生主持。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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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有效执

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作情

况。

四、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

同意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

分红管理制度》、《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2022年）》等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公司监事具体薪酬情况详见《2020年年度报告》之“第九节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

全体监事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 此议案直接提交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七、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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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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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4月27日，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1、2020年度公司可分配利润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 （众环审字 （2021）0500115号），2020年度母公司实现总收入1,

632,515,354.88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82,636,754.10元， 加本年初未分配利润

180,966,989.79元，加回购注销对象原来持有的现金股利撤销94,558.57元，减去

2019年现金分红总额98,024,652.98元，减去提取法定盈余公积8,263,675.41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分配利润157,409,974.07元，本年度可供转增股

本的资本公积金为623,000,886.15元。

2、2020�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本着公司发展与股东利益兼顾原则，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实施本次

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减去公司实施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拟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现金分红总额暂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11,948,555股减去截至2021年3月24

日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10,879,777股后的股份数1,301,068,778股为基数进行

测算， 实际分红总股本以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减去公司实

际实施回购的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准。截至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公司股

本因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期权行权等原因有所变动的，公司将保持每10� 股利润

分配的额度不变，相应变动利润分配总额。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二、 已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监事会意见：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分红管

理制度》、《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2022年）》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是从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是为了

更好地保证公司稳定快速的发展，更好地回报股东，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1、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

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范围，并对相关内幕知

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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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董事、联席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4月28日收

到了公司董事、联席总裁戴振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辞职情况

戴振吉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联席总裁、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戴振吉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 不会影响董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同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应由9名董事组成，公司

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补选工作。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戴振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戴振吉先生将会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其所作的相关承诺进行

股份管理。

戴振吉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积极推动公司经营发展，公

司及董事会对戴振吉先生在公司发展上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辞职事项进行了核查，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联席总裁辞职事项的核查意见》。

四、备查文件

1、戴振吉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2、《独立董事关于联席总裁辞职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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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0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4月29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

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0年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定于2021年5

月7日举行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具体安排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安排

1、召开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15:00至17:00。

2、召开方式：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将通过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3、公司出席人员：董事长、总裁刘鹏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周启超先生，独

立董事何海地先生，财务总监董晔先生。

4、参加方式：包括以下两种方式，投资者可任选其一参加：

（1）全景网：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

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2）“中顺洁柔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投资者可登陆“中顺洁柔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 操作流程如下：

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中顺洁柔投资者关系” 。 或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投

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中顺洁柔投资者关系”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网上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

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征集方式如下：

1、全景网：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6日（星期四）15:00前访问http://ir.p5w.

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2、 “中顺洁柔投资者关系”小程序：该提问通道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开放，投

资者可登录小程序进入提问页面。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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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根据《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及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

邓雯曦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副总裁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附件：副总裁简历

邓雯曦，女，1974年出生，香港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 2009年4月至-2018年5

月在恒安国际有限公司担任集团品牌总经理；2018年6月-2020年12月先后在东

莞慕思寝具用品有限公司以及集团旗下慕腾投资业务广东嘀嘀金管家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担任市场中心总经理、首席运营官。

截至2021年4月1日，邓雯曦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邓雯曦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邓雯曦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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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邓颖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徐先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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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126,213.63 1,670,909,073.75 2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1,122,802.99 183,429,517.35 4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7,298,568.37 186,893,864.62 4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4,905,166.23 330,547,734.57 1.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91 0.1426 46.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58 0.1395 47.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4% 4.41%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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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7,573,419.58 7,478,439,747.77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08,051,020.43 5,042,146,076.42 1.3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20,876.5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98,966.5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07,027.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5,425.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6,308.44

合计 3,824,234.6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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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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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63% 375,655,958

中顺公司 境外法人 20.31% 266,504,7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72% 88,174,45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1.00% 13,112,327

岳勇 境内自然人 0.74% 9,665,241 7,939,24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价值创造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9,096,90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资管均衡价值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9,085,65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0.63% 8,226,778

邓颖忠 境内自然人 0.51% 6,752,811 5,064,6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消费精选30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6,729,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375,655,958 人民币普通股 375,655,958

中顺公司 266,504,789 人民币普通股 266,504,7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8,174,456 人民币普通股 88,174,45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3,112,327 人民币普通股 13,112,32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价值创造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096,907 人民币普通股 9,096,90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资管均衡价

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085,652 人民币普通股 9,085,65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8,226,778 人民币普通股 8,226,77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消费精选

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7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29,000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达环球策略基金－

全中国股票基金（交易所）

6,196,738 人民币普通股 6,196,738

中山市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83,636 股份种类 6,083,6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顺公司为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邓颖忠先生、 邓冠彪先生和邓冠杰先生控制下的

企业，即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顺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岳

勇先生为本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邓颖忠先生为本公司现任董

事、实际控制人之一。

2、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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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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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较2020年末减少46,285,103.42元，下降45.56%，

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产品本金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本报告期末较2020年末减少131,714,825.65元，下降47.74%，主

要系本报告期在建工程达到可使用状态结转到固定资产所致。

使用权资产：本报告期末较2020年末增加9,531,693.59元，增长100.00%，主

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后将租赁资产确认为使用权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本报告期末较2020年末减少52,896,691.34元，下降37.01%，主要

系本报告期向银行短期借款减少所致。

租赁负债：本报告期末较2020年末增加9,905,754.18元，增长100.00%，主要

系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后确认租赁负债所致。

库存股：本报告期末较2020年末增加216,125,181.28元，增长224.01%，主要

系本报告期公司回购股份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增加334,673,338.95元，增长36.50%，主

要系本报告期：1、营业收入增加；2、按照新收入准则，将销售费用的运输费用调整

到营业成本。

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减少5,478,761.02元，下降265.17%，主要

系本报告期银行利息收入增加及汇兑损益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增加1,594,937.84元，增长45.32%，主要系

本报告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减少415,773.01元，下降57.52%，主要系本

报告期收到的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减少3,316,135.69元，下降237.45%，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账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增加1,198,081.41元，增长129.89%，

主要系本报告期固定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增加332,618.33元，增长117.37%，主

要系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减少1,588,555.61元，下降68.33%，主要

系本报告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减少9,824,829.50元，下降86.25%，主要

系本报告期捐赠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增加19,081,102.77元，增长49.10%，主

要系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2020年同期减少193,879,421.36

元，下降262.15%，主要系本报告期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减少及支付公司回购股份增

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于2021年1月完成新一届董事会、监

事会成员的选举事项，并选举了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

会主席，聘任了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

表。

2、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截至2021年1月5日，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

司股票 11,709,583�股已全部出售完毕，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并终止。

3、公司回购股份事项：公司于2021年1月启动回购股份计划。 截至2021年3月

24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合计8,983,8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848%，最高

成交价为25.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3.27元/股，成交总金额216,125,181.33元（不

含交易费用）。

4、新建40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为促进公司进一步扩大产能，满足华东市

场未来销售增长的需求，增加公司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新建40万吨高档生活用纸

项目，项目总投资额约25.5亿元人民币。项目将以总体规划40万吨产能，分期实施，

第一期工程拟投资约6亿元人民币，年产约10万吨高档生活用纸。

5、公司及子公司的其他事项：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顺洁柔（四川）有限公司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有效期满后被重新认定，认证通过并备案后三年内可

享受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公司下属6家子公司增加了经营

范围；公司因股权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减少注册资本；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中顺洁柔（云浮） 商贸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云浮市亨泰商贸有限公

司” 。

6、人员变动事项：2021年3月，公司总裁由邓冠彪先生变更为刘鹏先生；2021

年3月， 公司董事岳勇先生辞职，2021年4月7日公司补选刘鹏先生为公司董事。

2021年4月，公司董事长由邓颖忠先生变更为刘鹏先生，公司聘任李肇锦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2021年01月06日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监事会换届

选举的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2021年01月14日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1月22日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公告》、《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

表的公告》 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2021年01月06日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

告》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回购股份事项

2021年01月06日

《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披露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1月28日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1月29日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1月30日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2月03日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2月05日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3月03日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3月24日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3月25日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新建40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

2021年01月14日

《关于公司新建40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的公告》、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

资讯网。

2021年02月27日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

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3月16日

《关于公司新建40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的进展公

告》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及子公司的其他事项

2021年01月15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续发）的

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1月22日

《关于下属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披露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2021年03月04日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3月10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人员变动事项

2021年03月19日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披露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3月23日

《关于公司总裁变更的公告 》、《关于补选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021年04月08日

《2021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2021年04月13日

《关于公司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关于聘任公司副

总裁的公告》、《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1年1月6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司拟

使用自有资金18,000万元-36,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

公众股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截至2021年3月24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合计8,983,87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6848%， 最高成交价为25.8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23.27元/股， 成交总金额

216,125,181.33元（不含交易费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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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9,500 1,002.9 0

合计 9,500 1,002.9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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