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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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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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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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云 股票代码 0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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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 史君丽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

传真 0955-7679216 0955-7679216

电话 0955-7679166 0955-7679334

电子信箱 5557@chinapaper.com 000815zqb@meiliclou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造纸业务

1、主要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文化用纸及彩色纸的生产与销售。 文化用纸主要包括胶版纸、静电复印纸

等，主要用于书刊、中小学教材、办公用纸等。彩色纸主要包括彩色文化纸和彩色包装纸，具体种类有彩色

胶版纸、彩色复印纸、彩卡和珠光原纸等，主要用于办公、印刷、手工工艺和高档包装。

2、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采用市场化运作，以厂家直供为主。

生产模式：生产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

销售模式：主要采用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方式，面向的客户包括经销商、出版集团、杂志社、大型印

刷厂等。

3、行业情况及公司区域市场地位

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环保政策的监管趋严，加速了行业洗牌，造纸行

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为企业带来了商机和发展机遇。

公司地处西北，文化纸在西北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彩色纸主要以华东、华南、华北、华中为主，

西北、西南为辅。 公司彩色纸的研发、生产、销售在行业内优势较为明显。

（二）数据中心业务

公司数据中心业务主要为机柜出租、网络接入及机柜运行维护等服务。 根据客户规模和需求的不

同，将业务分为数据中心定制、分模块定制、批量机柜服务。 以数据中心定制、分模块定制服务为主，批量

机柜服务为辅。

定制型数据中心服务系面向大型互联网公司、 政企客户和电信运营商提供的定制化机柜出租服务。

具体而言，此类客户会提出详细的数据中心规划、架构、设计和运营服务等级等具体要求，公司按照其要

求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完成后客户将其服务器及网络设备集成于数据中心内，按照客户的运营服务质量

要求，公司对数据中心设施进行365×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和维护管理，确保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处于有

效、安全的工作状态，保障客户服务器及相关设备安全稳定的持续运行，并按照双方约定的合同条款收取

相应服务费用

批量机柜服务是面向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一般企业等客户（均为最终用户）提供的相对标准化的机

柜出租服务及网络带宽服务。

(三)光伏业务

公司50MWp光伏发电项目主要为太阳能发电和太阳能产品的销售，目前已并网发电，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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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004,765.38 1,043,777,148.98 11.33% 1,048,676,83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532,181.16 50,936,171.01 -4.72% 44,244,31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1,151,784.01 35,855,573.93 -41.01% 15,714,85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734,936.31 90,540,118.80 -292.99% 118,934,44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2.47% -0.17% 2.20%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年末

总资产 3,154,036,685.19 3,288,998,667.74 -4.10% 3,100,540,25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3,310,971.12 2,085,905,366.65 2.27% 2,034,969,1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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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34,972.90 291,168,136.19 258,909,345.84 402,692,31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43,303.51 -713,603.82 9,310,765.59 29,791,71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269,252.26 -13,433,445.51 3,314,833.80 24,001,14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441,641.69 -36,454,437.84 -59,674,131.39 -38,164,7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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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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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6% 145,000,000 0

质押 72,500,000

冻结 145,000,000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8% 79,131,048 0

质押 39,565,524

冻结 79,131,048

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79% 68,093,385 0

质押 68,088,500

冻结 68,093,385

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9% 26,323,281 0 冻结 3,419,941

北京云诺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6% 19,178,430 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65% 11,472,863 0

南京创毅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9,587,467 0 质押 9,587,467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1.03% 7,157,502 0

#季爱琴 境内自然人 1.02% 7,057,678 0

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0.93% 6,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均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云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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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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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采取强有力措施，上下同心，共克时艰，积极做好疫情防控，连续生

产、稳定销售，积极践行“向文明、德载业、竞天择、新致远”的企业文化理念，“危” 中觅“机” ，稳生产、谋

增长、促转型，有效保障了公司的正常经营。

（一）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造纸业务

报告期内，生产各类纸产品17.83万吨，销售各类纸产品17.80万吨，产销率为100%，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减少。

2、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IDC延展业务，进行上下游资源优化组合，扩展营业模式，营业收入实现

了大幅增长。 同时，数据中心项目二期四栋机房土建工作已完成，正在进行客户开发。

3、光伏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50MWp光伏发电项目已并网发电，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积极履行央企社会责任，落实责任抓党建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加强党建工作，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向“懂企业的政治家，懂政

治的企业家”迈进。 一是学习党内知识，提高党性修养。 二是加强廉洁自律，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三是开

展“落实从严治党责任 强化政治担当意识”专题活动和作风建设整顿活动，对标对表，自省自查，时刻保

持清正廉明。

2、多方出击，全力推进云业务

为深入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转型升级，增强盈利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公司不断创新云计算经营

思路，在云业务方面，深挖老客户，拓展新客户，同时调整业务模式，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3、创新思路，调整纸产品结构

一是盘活小机台，发挥优势，增加彩色纸市场份额，化解疫情带来市场风险。二是推进生产创效项目，

持续挖潜增效。 三是优化染料品种和库存结构，轻装上阵，盘活资金。 四是调结构、调节奏、调策略、调库

存，有效降低物资采购成本。

4、加强内控管理，做好风险管控

一是加强内控体系建设。2020年，公司对管理制度、内控流程等进行梳理，提高了公司运行效率；二是

加强风险管理建设。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及流程，成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了风险管

理的三道防线，搭建了风险管控框架。 三是完善体系监督、做好任前监督、突出协同监督、加强自我监督，

切实打造一支风清气正的管理队伍。

5、落实安全环保职责，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一是安全工作方面：开展安全责任清单、隐患排查清单、岗位安全检查清单的修订完善工作，并监督

使用情况；落实每月安全生产评比活动；坚持班组轮值安全员制度；严格落实班前会“三讲话一落实” 制

度。 二是环保工作方面：加大环保监督和管理力度，随时抽查生产废弃物各项环保指标达标情况，加强考

核，以全面、高标准的要求推进全年安全环保工作，确保环保工作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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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彩色纸 399,208,729.30 47,246,105.65 11.83% 14.41% 12.56% -0.20%

文化纸 467,745,436.43 11,602,745.94 2.48% -17.28% -74.07% -5.43%

互 联 网 数 据 中 心

（IDC）业务收入

237,014,325.61 43,642,630.83 18.41% 199.57% 83.41% -11.66%

光伏收入 25,637,257.25 14,753,278.65 57.55% -6.80% -12.97% -4.08%

合计 1,129,605,748.59 117,244,761.07 10.38% 10.58% -7.90%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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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

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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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

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

整。 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与销售商品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

债、其他流动负债。

第八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

预收款项 -13,359,230.94

-13,311,730.94

合同负债 11,825,104.19 11,780,292.87

其他流动负债 1,534,126.75

1,531,438.07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8,402,763.16 -8,402,763.16

合同负债 7,436,073.59 7,436,073.59

其他流动负债 966,689.57 966,689.57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19,540,692.69 19,540,692.69

销售费用 -19,540,692.69 -19,540,692.69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13号”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

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此外，解释第13号

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

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 选

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号），适

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

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 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

该规定。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

号），自2020年6月19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

行调整。 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

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2020年1

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合计

人民币0元。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收入人民币30,339.26元，不足冲

减的部分计入投资收益人民币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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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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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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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参照2020年全年实际发生的同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对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合

理预测，预计2021年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不超过28,400万元，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不超过4,950万

元，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不超过850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不超过1,250万元，向关联人借款20,000

万元并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不超过898万元。具体关联交易内容及上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详见下表。

2、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雨露先生、吴登峰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以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3、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尚需获得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2021年

截止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0年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

联人

采购

原材

料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不超过10,000万元 1,973.87 8,092.63

满洲里中诚通国际经贸有限公

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不超过4,000万元 1,872.23 2,034.09

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不超过200万元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不超过1,000万元 0.15 3.45

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能有

限公司

再生水 市场价格 不超过1,500万元 346.88 1,258.52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分

公司（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不超过500万元 142.47 278.16

中冶美利西部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不超过9,100万元 3,951.45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

任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0 97.25

湖南天翼供应链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不超过100万元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不超过2,000万元

小计 不超过28,400万元 4,335.60 15,715.57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纸 市场价格 243.89

中冶美利西部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

纸 市场价格 不超过4,000万元 667.15

岳阳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纸 市场价格 55.92

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能有

限公司

电、水 协议价格 不超过900万元 80.17 231.25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纸 市场价格 不超过50万元

小计 不超过4,950万元 80.17 1,198.21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托管费 协议价格 不超过350万元 165.09 330.19

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能有

限公司

租赁费 协议价格 不超过500万元 115.80 464.29

小计 不超过850万元 280.89 794.48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中国物流宁夏有限公司 劳务 市场价格 不超过150万元 12.96 116.36

湘中诚通物流有限公司 劳务 市场价格 不超过100万元 13.15

中纸宏泰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 市场价格 不超过1,000万元 440.45

小计 不超过1,250万元 26.11 556.81

向关

联人

支付

资金

占用

费

诚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资金占

用费

基准利率

本金4000万元，资金占

用费不超过210万元

55.70 182.02

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占

用费

基准利率

本金16000万元，预计

资金占用费不超过688

万元

96.75 34.16

小计

本金20000万元，预计

资金占用费不超过898

万元

152.45 216.1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20年实际发生金额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2020年

实际发生额占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

联人

采购

原材

料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原材料 8,092.63 8,100 12.00% 0%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

告编号：2020-017；中冶

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

告编号：2020-056

满洲里中诚通国际经贸有

限公司

原材料 2,034.09 5,000 3.02% -59%

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 原材料 100 -100%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原材料 3.45 1,000 0.01% -100%

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

能有限公司

再生水 1,258.52 1,500 100.00% -16%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安

泰分公司

原材料 278.16 400 0.41% -30%

中冶美利西部生态建设有

限公司

原材料 3,951.45 5,000 5.86% -21%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

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97.25 250 0.14% -61%

小计 15,715.57 20,750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

品、

商品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纸 243.89 3,000 0.28% -92%

中冶美利西部生态建设有

限公司

纸 667.15 1,000 0.77% -33%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安

泰分公司

纸 55.92 70 0.06% -20%

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

能有限公司

电 231.25 240 7.14% -4%

小计 1,198.21 4,270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托管费 330.19 350 10.19% -6%

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

能有限公司

租赁费 464.29 500 100.00% -7%

小计 794.48 850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中国物流宁夏有限公司 劳务 116.36 300 0.17% -61%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

中纸宏泰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

工程 440.45 1,000 0.65% -56%

小计 556.81 1,500

向关

联人

支付

资金

占用

费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资金占

用费

160 -100%

诚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资金占

用费

318 350 8.18% -9.14%

诚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占

用费

34.16 40 1.53% -15%

小计 216.19

本金不超过13,000

万元，资金占用费不

超过510万元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0年度差异原因说明：

1、满洲里中诚通国际经贸有限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受纸产品市场行情影响，减少了采购量。

2、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公司原材料结构调整，本年未向其进行采购。

3、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对方部分物资无法达到生产使用要求。

4、中冶美利西部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分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根据生产需求减少了部分物资

采购。

5、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受纸产品市场行情影响，减少了采购量。

6、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生产需求变化，减少了黄板纸的使用量，因此减少了采购。

7、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双方债权债务结清。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纸业”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欣

注册资本：503,300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二条2号院1号楼15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范围：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重要工业品生产资料的投资开发;金属材料、建

筑材料、木材、水泥、化轻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及其制品、服装、纸张、橡胶、轮胎、机电产品、电线、电缆、

汽车的销售;进出口贸易;与物资开发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煤炭、焦炭批发、零售;销售食品。

2、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本部）(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1,100,799.79万元， 净资产529,189.77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980,452.88万元， 净利润5,

804.09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国纸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诚

通” )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纸业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二）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诚旺”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许仕清

注册资本：48亿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1幢2118-19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项目投资；设计、代理、发

布广告；销售日用品、电子产品。

2、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2,501,090.57万元，净资产653,108.0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0,922.38元，净利润33,438.93

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兴诚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

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兴诚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林纸”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战

注册资本：180,505.3109万元

住所：岳阳市岳阳楼区城陵矶光明路

经营范围：纸浆、机制纸、纸制品、纤维素、纸芯管专用胶塞、化妆品的制造、销售，造纸机械安装及技

术开发服务，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制浆造纸相关商品、煤炭贸易及能源供应，代理采

购、招投标、物流辅助服务业务，自有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企业

管理与咨询及提供劳务服务，自有资产的租赁与销售，污水处理技术及其应用，水处理运营，水环境综合

治理，机电安装，环保工程设计与施工，环保设备销售，环保技术研发咨询服务，一般固体废物处理（不含

危险废弃物），净水剂、工业水与软化水的生产及销售，有机肥、营养土生产及销售，化工产品的生产，石

油制品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以上三项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

2、截止2020年12月31日本部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82,990.88�万元，净资产 858,000.1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703,095.51�万元，净利润

41,430.86�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岳阳林纸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岳阳林纸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四）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利浆纸”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文升

注册资本：173,200万元

住所：宁夏中卫市美利造纸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浆纸的生产与销售，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来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

2、2020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195,685.23万元，净资产-355,693.6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61.4万元，净利润-6,083.48万

元。

3、美利浆纸是中冶纸业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

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美利浆纸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五）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环保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节能公司”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何东

注册资本：1,800万元

经营范围：再生污水的回收、排放、销售（凭许可证经营）；纸浆、纸制品、造纸化工材料（危险品除

外），机械零配件的销售；节能技术推广服务。

2、2020年12月31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5,221.49万元，净资产-1,585.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261.78万元，净利润-312.89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环保节能公司是中冶纸业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环保节能公司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六）中国物流宁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樊世轩

注册资本：14,700万元

住所：宁夏中卫市柔远镇砖塔村中国物流中卫物流园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涉及许可的,凭相

关许可经营);装卸搬运、仓储(危险品除外)服务,货运信息咨询服务,汽车租赁;广告制作、发布、代理;物

流方案设计、咨询;贸易经纪与代理;农、林、牧产品(专项审批除外);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

除外)、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煤炭及制品、纸及纸制品的批发及零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以企

业资质资格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为准);网络商品现货交易;停车场服务;仓单质押业务;物业管理与服

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供暖服务);不动产租赁服务。

2、2020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29,325.51万元，净资产16,126.9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994.07万元，净利润172.4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物流公司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物流公司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七)中纸宏泰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纸宏泰”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自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住所：岳阳市湖南城陵矶新港区海关路岳纸集团生活区恒泰小区旁

经营范围：凭《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凭资质证书从事建筑工程

设计、装修设计及相关咨询业务;政策允许的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家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纸制品批零兼营;纸机设备安装。

2、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9,023.27万元，净资产5,954.6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4,006.97万元，净利润418.32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纸宏泰系岳阳林纸的子公司，岳阳林纸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中纸宏泰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纸宏泰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履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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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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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三、公司负责人任林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晓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冬萍

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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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241,019.29 209,234,972.90 3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28,061.35 10,143,303.51 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807,234.93 7,269,252.26 -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46,542.35 -40,441,641.69 58.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2% 0.49%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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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8,650,658.03 3,154,036,685.19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44,439,032.47 2,133,310,971.12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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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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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219.0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116,937.13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650,943.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872.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775,316.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2,084.27

合计 4,320,826.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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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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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6% 145,000,000 0

质押 72,500,000

冻结 145,000,000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8% 79,131,048 0

质押 39,565,524

冻结 79,131,048

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79% 68,093,385 0

质押 68,088,500

冻结 68,093,385

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1% 18,167,716 0 冻结 2,025,000

北京云诺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5% 17,702,830 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65% 11,472,863 0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1.03% 7,157,502 0

#季爱琴 境内自然人 1.02% 7,057,678 0

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0.93% 6,500,000 0

南京创毅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5% 4,515,567 0 质押 4,51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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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14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000,000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79,131,048 人民币普通股 79,131,048

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8,093,385 人民币普通股 68,093,385

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8,167,716 人民币普通股 18,167,716

北京云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702,830 人民币普通股 17,702,830

#高雅萍 11,472,863 人民币普通股 11,472,863

蒋仕波 7,157,502 人民币普通股 7,157,502

#季爱琴 7,057,678 人民币普通股 7,057,678

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 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

南京创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515,567 人民币普通股 4,515,5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均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云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吉林

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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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7,027,590.87 182,469,074.69 -41.34% (1)

应收款项融资 109,561,033.37 70,311,985.12 55.82% (2)

预付款项 51,556,218.26 21,498,083.95 139.82% (3)

其他应收款 5,088,514.22 2,074,974.81 145.23% (4)

合同负债 32,098,300.25 7,436,073.59 331.66% (5)

其他流动负债 4,172,779.03 966,689.57 331.66% (6)

主要变化分析说明：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41.34%，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银行承兑保证金到期兑付及子公司宁夏誉

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货币资金减少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较年初增加55.82%,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139.82%,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浆款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145.23%,主要原因是公司计提托管收入增加所致。

（5）合同负债较年初增加331.66%,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纸款增加所致。

（6）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331.66%,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纸款增加，相应税款计入其他流动负

债增加所致。

（二）报告期损益指标同比发生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86,241,019.29 209,234,972.90 36.80% (1)

营业成本 250,096,685.22 169,869,330.97 47.23% (2)

税金及附加 3,223,218.33 2,370,397.73 35.98% (3)

销售费用 2,488,545.58 9,411,709.60 -73.56% (4)

研发费用 4,766,572.78 1,651,689.31 188.59% (5)

其他收益 440,219.05 1,051,750.00 -58.14% (6)

营业外收入 310.85 230,231.08 -99.86% (7)

营业外支出 40,183.72 518,036.09 -92.24% (8)

少数股东损益 233,298.73 138,220.02 68.79% (9)

主要变化因素说明：

（1）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36.80%,主要原因是公司生产稳定，销量比上年同期增加及子公司宁

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IDC业务服务器上架机柜出租率比上年同期增加，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47.23%,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增加相应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3）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35.98%,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4）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73.56%,主要原因是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运费计入销售成本所致。

（5）研发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88.59%，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6）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58.14%，主要原因是公司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7)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99.86%，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收到保险赔款所致。

(8)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92.24%，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支出捐赠所致。

(9)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增加68.79%，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利润

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三）报告期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46,542.35 -40,441,641.69

上年同期数为负数，不

适用。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529,611.18 -250,241,246.08

上年同期数为负数，不

适用。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99,285.93 29,510,051.19 -119.31% (3)

主要变化因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加大销售回款力度及收到留

底税款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子公司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

限公司本期投资理财产品及在建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9.31%，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借款比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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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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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包括两栋机房（E3、E1），均已交付客户使用；二期四栋机房已完成土建，正

在进行客户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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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29,000 45,800 0

合计 29,000 4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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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1年01月13日 宁夏中卫市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纸产品市场行情，

未提供资料

－

2021年01月25日 宁夏中卫市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股价问题， 未提供

资料

－

2021年02月01日 宁夏中卫市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股价问题， 未提供

资料

－

2021年02月02日 宁夏中卫市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股价问题， 未提供

资料

－

2021年02月23日 宁夏中卫市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纸产品涨价对公司

的影响，未提供资料

－

2021年03月15日 宁夏中卫市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

2021年03月18日 宁夏中卫市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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