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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Xinjiang Tianhong Papermaking Co., Ltd.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预计发行量：30,000,000 股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

面值

发行价格

发行费用

募集资金

每股

1.00

5.80

0.255

5.545

合计

30,000,000

174,000,000

7,665,000

166,335,000

发行方式：上网定价
发行日期：2001 年 6 月 15 日
拟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本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
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投资风险：
1、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前一年（2000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62%，流动负债
13479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86.9%，短期借款为 ５４５０ 万元，资金短缺将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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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造成直接影响，较高的负债率使公司偿债压力较大，存在较大的财务风
险。
2、本次发行结束、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本公司净资产大幅度增加，据 2001
年盈利预测，预计本公司 2001 年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为 4.94%，比本公司 2000
年的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1.59%有较大幅度下降。

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期：2001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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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招股说明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所规定的含义：
本 说 明 书 ： 指本招股说明书
发

行

人

： 指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 公 司 、 公 司 ： 指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造

纸

厂

： 指新疆石河子造纸厂

主 发 起 人 ： 指新疆石河子造纸厂
发

起

人

： 指新疆石河子造纸厂、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新疆石河子白杨酒厂五家发起人

董

事

会

： 指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证

监

会

：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

交

所

：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 指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 1 元的记名式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主 承 销 商 ： 指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 市 推 荐 人 ： 指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元

： 指人民币元

公

司

法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

券

法

：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承 销 协 议 ： 指公司就本次股票发行与主承销商签订的承销协议
Ｃ

Ｏ

Ｄ

： 指污水中的有机物含量（包括还原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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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投资者
对本招股说明书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本次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投资者
应根据本招股说明书所载资料作出投资决定。本公司并未授权任何人士向任何
投资者提供与本招股说明书所载不同的资料。任何未经本公司及主承销商授权
刊载的资料或声明均不应成为投资者依赖的资料。本招股说明书的摘要同时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第一节

概览

本概览仅对招股说明书全文做扼要提示。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该
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发行人及其主要发起人简介
１、发行人简介
新 疆 天 宏 纸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经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新 政 函
[1999]191 号文批准，由新疆石河子造纸厂为主要发起人，以其与造纸相关的生
产经营性资产入股，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印刷厂、新疆石河子白杨酒厂四家法人单位以货币资金入股，采用发起方
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1999 年 12 月 30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 5016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造纸，纸制品及纸料加工、销售，化工产品（有毒除外）、
印刷物资的销售，机械加工，物业管理，造纸原料的开发。
公司成立后，在承继主要发起人新疆石河子造纸厂的各项优势的基础上，
以新疆丰富的棉短绒、芨芨草等资源为依托，以产品结构调整为重点，开展技
术创新，充分利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逐步形成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知名品牌和特色产业，带动了全地区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的优化。
经过一年的运行，公司经济实力和整体素质全面提高，已发展成为西北地
区集制浆、造纸、造纸机械加工和原料开发为一体的造纸骨干企业。经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轻工业行业管理办公室统计证明，2000 年公司在新疆造纸行业中利
税指标排名第一，产品在新疆文化用纸市场的占有率为 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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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要发起人简介
本公司的主要发起人是新疆石河子造纸厂，该厂是西北地区集制浆、造纸、
印刷、造纸机械加工和原料开发为一体的大二型造纸骨干企业，是新疆造纸行
业工业总产值最高、文化用纸产量最高和拥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造纸厂持
有本公司 4752 万国有法人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的 94.73%。

二、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以下是发行人前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摘自经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深同
证审[2001]第 021 号《审计报告》审计过的会计报表及会计报表附注。
（１）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00 年

1999 年

1998 年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营运资金

-739.4

-1532.6

773.8

总资产

24877

25296.4

19574.6

长期负债

2020

2124

2012

股东权益

9344.4

7867.9

6867.5

项 目

（２）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00 年

1999 年

1998 年

销售收入

14730.4

13350.1

11984.7

营业利润

1503.3

1494.6

1195

利润总额

1835.6

1454.5

1199.7

净利润

1276.6

1002.7

80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1082.9

1029.4

803.8

的净利润

（３）２０００ 年利润表附表
报告期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万元）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主营业务利润

3,820.94

40.89

44.92

0.76

0.76

营业利润

1,503.30

16.09

17.67

0.30

0.30

净利润

1,276.58

13.66

15.01

0.25

0.25

1,082.97

11.59

12.73

0.22

0.22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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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情况及募集资金主要用途
本公司本次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００ 万股，以上网定价方式发行；发行
市盈率 ３４．５２ 倍（按全面摊薄法计算），发行价 ５．８０ 元／股，扣除发行费用后预
计募集资金 16,633.5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四个项目：
（1）年产 1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
（2）野生芨芨草开发种植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年产 1.5 万吨漂白棉浆项目；
（4）年产 6000 吨微量涂布纸项目。
以上项目详见本招股说明书之“第十一节 募股资金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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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30,000,000 股

●每股发行价：

5.80 元/股

●发行市盈率：

34.52 倍（全面摊薄，所得税率按 14.85%计算）

●盈利预测（2001 年）： 1350 万元（所得税率按 14.85%计算）
1062.2 万元（所得税率按 33%计算）
●每股盈利（2001 年）： 0.168 元(按全面摊薄法、所得税率按 14.85%计算)；
0.133 元(按全面摊薄法、所得税率按 33%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86 元（按 200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数据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3.24 元（按发行价 5.80 元计算，扣除发行费用）

●发行方式：

上网定价

●发行对象：

法律规定的可以从事股票投资的合格投资者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本次发行预计实收募 人民币 16,633.5 万元
股资金：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766.5 万元，包括以下费用：
承销费用 417.6 万元、注册会计师费用 60 万元、律师费用 60 万元、评估
费用 115 万元、上网发行费 60.9 万元、材料审查费 3 万元、其他费用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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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售新股的有关当事人
１、发行人
名称：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Xinjiang Tianhong Papermaking CO.,LTD
地址：新疆石河子市西三路
法定代表人：李国民
电话：(0993)2515661-5555
传真：(0993)2515661-2001
邮政编码：832009
互联网网址：www.xj-tianhong.com.cn
电子信箱：fzq63@263.net
联系人：王巧玲 冯志强
２、主承销商
名称：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16 楼
法定代表人：李仁杰
电话：(0755)3516283
传真：(0755)3516266
联系人：康米和 杨文波 万春兰

李 毅 杨大光

３、副主承销商
名称：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民路 13 号附 1 号
法定代表人：高虎
电话：（0991）2302164
传真：（0991）2819880
联系人：徐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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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分销商
（1）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
法定代表人： 马明哲
电话：(0755)2262888-3941
传真：(0755)2431049
联系人： 乔久立
（2）名称：内蒙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北街 62 号
法定代表人：孙子荣
电话：(0471) 4967146
传真：(0471) 4935340
联系人：陈国柱 杜国文
（3）名称：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 69 号东山广场主楼 5 楼
法定代表人：吴 张
电话：(020)87322668-306
传真：(020)87325041
联系人：龙江虹

丁训刚

５、上市推荐人
（1）名称：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明权
电话：(028)6622007
传真：(028)6626127
联系人：吴谆

任东升

（2）名称：山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泉城路 1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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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段

虎

电话：(0531)6019999-6620
传真：(0531)6019816
联系人：崔文霞
（3）名称：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发行人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北辰东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6020 室
法定代表人：卢健康
电话：（010）64416699
传真：（010）64419699
经办律师：刘凝 卢健康
７、主承销商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天驰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208 号三利大厦 2017 室
法定代表人：曲进
电话：（010）64283423
传真：（010）64283430
经办律师：刘延岭 杨晓明
８、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深圳市华富路 5 号南光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刘继忠
电话：（0755）3688862
传真：（0755）3689144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继忠

张义勤

葛炳法

９、资产评估机构和经办评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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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 2330 弄 2 号 10 楼
法定代表人：张美灵
电话：（021）64876611
传真：（021）64871128
经办评估人员：赵彬

张美灵

名称：新疆华洲资产评估事务所
地址：乌鲁木齐市前进街 21 号 12 楼
法定代表人：姜方基
电话：（0991）2630157
传真：（0991）2630132
经办评估人员：王进江 雪亚立
１０、土地评估机构和经办评估人员
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估价所
地址：乌鲁木齐市光明路 26 号
法定代表人：杨立瑞
电话：（0991）2316480
传真：（0991）2317284
经办评估人员：杨立瑞

李建国

１１、资产评估确认机构
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管理局
地址：乌鲁木齐市前进路 21 号 11 楼
法定代表人：车文瑜
电话：（0991）2630133
传真：（0991）2638803
１２、土地评估确认机构
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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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乌鲁木齐市二道弯路 35 号
法定代表人：夏里甫汉
电话：（0991）2620472
传真：（0991）2624681
１３、收款银行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石河子兵团分行大庆分理处
帐号：873-73838
电话：（0993）2517426
联系人：郑 华
１４、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 727 号
法定代表人：王迪彬
电话：（021）58708888
传真：（021）58899400

三、预计发行、上市时间表
1、招股说明书发布日期：2001 年 6 月 13 日
2、发行公告刊登日期：2001 年 6 月 14 日
3、预计发行日期：2001 年 6 月 15 日
4、申购时间：2001 年 6 月 15 日
5、冻结申购资金时间：2001 年 6 月 16 日至 2001 年 6 月 20 日
6、预计挂牌交易时间：本次发行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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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本发行人此次发售股票时，除参考本招股说明书提供的各项
资料外，应特别地考虑到下述各风险因素。根据重要性原则或可能影响投资决
策的程度大小排序，本公司风险如下：

一、财务风险
１、偿债风险
造纸行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本公司投资项目较多， 技术改造任
务较大，而目前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和自身积累，融资方
式较少，由此导致公司现在的资产负债率较高（截止到 １９９８ 年、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底分别为 ６４．４％、６７．３％和 ６２％），将对公司的稳定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２、债务结构不合理风险
截止到 １９９８ 年、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底，本公司流动负债分别为 １０５６４、１３８７３、
１３４７９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８４．０％、８６．７％、８６．９％），一年内
到期的借款金额较大，截止到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短期借款为 ５，４５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００ 万元为抵押贷款，抵押物为本公司拥有的价值人民币 ３，４０７ 万元的机器
设备），使公司短期偿债压力较大，不利于公司长期经营。
３、资产流动性风险
截止到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 ０．９５、０．５７，
较低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使得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较弱。
４、应收帐款发生坏帐的风险
截止到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应收帐款为 ６５３４ 万元，虽然其中 １ 年
以内应收帐款所占的比例较大（９２．４９％）， 但因其余额较大，部分应收帐款存在
不能顺利收回的可能，将损害公司的经济效益。
５、募股资金缺口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四个项目，投资总额为 22,341.9 万元，公开发行股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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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募资金 16,633.5 万元（已扣除发行费用），缺口资金 5708.4 万元由银行贷款
解决，该缺口资金用于年产 1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该笔贷款将对公司财务费
用造成一定影响，贷款对公司财务费用的影响估算如下：按照项目建设计划，
该项目预计 2001 年需向银行贷款 4,733.4 万元，2002 年需向银行贷款 975 万元。
项目建成后一年内本公司将用项目投产后新增的现金流量归还银行借款约 3400
万元，两年内将全部归还该项目的银行借款。具体如下：
期间

借款金额(万元)

2001.6-12

还款金额 (万元)

4,733.4

2002

975

2003

--

2004.1-6

--

支出利息(万元)

--

142

1700

313

3400

171

608.4

57

初步测算，本项目的银行贷款所产生的利息支出总计为 683 万元，其中 2001
年 142 万元，全部计入工程成本；2002 年为 313 万元，计入工程成本 142 万元，
计入当期损益 171 万元；2003 年为 171 万元，计入当期损益；2004 年为 57 万
元，计入当期损益。在本项目的项目建议书经济分析中，已将贷款产生的财务
费用及其对项目的经济效益影响估算在内。根据该分析，本项目建成投产后，
年新增销售收入 25,500 万元，税后利润 2362.85 万元，投资利润率 21.73%，投
资回收期为 4.87 年（含建设期 1 年，税后）。
６、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发行结束、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本公司净资产大幅度增加，据 2001
年盈利预测，预计本公司 2001 年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为 4.94%，比本公司 2000
年的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1.59%有较大幅度下降。
针对财务风险的对策：本公司前期技术改造投资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
行贷款，融资方式较少，由此导致公司现在的资产负债率较高，随着项目逐步
完成并产生效益，公司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将逐步增强。公司采用了多项措施
来降低财务风险，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从历史数据看，近三年来，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逐年降低，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６４．４％下降
到了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６２％。针对财务风险的具体对策包括：
ａ、加强货款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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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逐步改变销售策略，增加现款销售量。
ｃ、利用目前纸价回升、销售转旺的时机，提前归还部分借款。
ｄ、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财务管理，进一步完善风
险控制体系，设立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ｅ、加强销售队伍建设，充分调动销售人员工作积极性，据统计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２００１ 年的订货额已达 ７５８０ 万元，占全年计划销售收入的
４４％。
ｆ、逐步加大中长期贷款的使用份额，减少短期借款份额，优先归还短期借
款，降低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提高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ｇ、公司将按期完成在建工程项目，促使其早日产生经济效益，提高公司偿
债能力，以进一步改善财务指标。在建工程中，七号纸机大修工程、天宏商贸
城、五号井工程已于 ２０００ 年建成完工，正常投用后产生的利润将用于归还工程
借款，降低债务比例。
如本次股票发行及上市成功，将会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进一步完善公司资
本结构；同时，随着募股资金所投项目的建成投产，必将对公司的经济效益产
生积极的影响。根据项目建议书和公司发展规划，募股资金拟投项目将于 ２００２
年建成投用，预计将新增销售收入 ３６９４６ 万元／年，新增利润 ３４７２ 万元。
针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的资金缺口，本公司积极与银行联系贷款加以
弥补，中国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已为该资金缺口出具贷款承诺函。本公
司将继续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按照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计划使用资金，切实控
制财务成本。
公司 ２００１ 年的盈利预测是依据以前的经营和发展状况，本着十分谨慎的原
则编制而成，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将抓好项目建设，加强经营销售管理，
努力开拓市场，使募集资金尽早发挥作用，争取超额完成当年的盈利预测，提
高 ２００１ 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二、环保风险
造纸行业的污染主要是来自生产过程产生的工业废水和少量的粉尘、噪音
等。目前国家对造纸行业的产业政策是“抓大限小，配套治理”，逐步关闭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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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小、污染重、产品质量低的造纸企业，对造纸污染限期进行治理，若限
期内不能达标，将面临关闭的情况。公司要扩大生产规模，其新增生产项目的
治污措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才能够进行建设。未来，公司预计国家对环保要
求将会越来越高，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公司对污染治理的投入，对公司收益
产生一定影响。
针对环保风险的对策：本公司为保证生产经营的持续发展，始终把治污工
作放在首位，通过设置专门的环保机构，加强环保监督检测，投资建设环保设
施，使公司污染物排放达到控制。本公司于 2000 年 10 月 3 日通过了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环保局验收，并向公司颁发了《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验收合
格证》。
公司新增拟投资项目的环保对策。公司拟投资建设的“年产 1 万吨热合无
尘纸项目”、“年产 6000 吨微量涂布纸项目”和“年产 1.5 万吨漂白棉浆项目”
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烟气、粉尘、噪音污染或制浆黑液污染。针对项
目中出现的烟气、粉尘、噪音污染，公司在项目中设计配置了相应的除烟、除
尘和减震消音设施，其投资和运行费用已包含在项目的投资和经济效益分析中。
针对“年产 1.5 万吨漂白棉浆项目”在生产中产生的制浆黑液污染，公司还专
门建设固化燃烧法黑液处理项目，该项目预计于 2001 年二季度建成投用，投用
后可以解决漂白棉浆生产过程产生的制浆黑液污染，使其达标排放。这些募集
资金拟投项目均经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评技术中心的环境评估，污染防治措
施有效，能够保证新增污水达标排放，不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环境保护局亦批复同意建设。

三、行业竞争风险
目前，全国造纸总产量持续快速增长，已经建立了一批拥有先进技术设备
的大型造纸企业，本公司与这些大型企业相比，在产品生产能力、产品市场占
有率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全国造纸企业数量众多，现有造纸企业 6000 余家，
其中不少是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技术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企业。
另一方面，本公司以中高档文化用纸为主，国内同类造纸企业数量较多，
但生产规模大多较小，行业内部在原料和产品市场方面的竞争比较激烈，可能
导致行业内部经营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虽然本公司在新疆地区市场占有率较
大，同行业企业排名位居前列，但由于整个新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产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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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小，这对公司发展有不利影响。
针对行业竞争风险的对策：a、本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科技开发和人才培养，
加强内部科学管理，降低产品成本，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和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b、加强科研开发能力，扩大并增强与国内外大型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科
技开发合作，同时加强公司对新产品的开发，建立并完善新产品开发决策体系，
以此不断提高产品竞争能力，目前本公司已与国内一些造纸行业的科研院所签
定了技术合作协议，共同进行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研制。

四、市场风险
１、经济周期的影响
本公司的主要原材料是芦苇、棉短绒和芨芨草，收获季节较为集中。印刷
业每年在各类学校开学前期教材印刷量较大，对公司产品需求量较大。因此，
在原料的供应时间和产品的需求时间上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针对经济周期风险的对策：针对棉短绒和芦苇生产季节性强的特点，本公
司将一方面扩大原料基地，加大储存量，并同供应方签订长期合同，稳定原料
供应；另一方面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向 4 万亩野生芨芨草开发种
植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确保其达到稳产、高产的计划目标，扩大原料来源，该
项目不但可以增加企业原料资源的芨芨草份量，提高产品档次，降低产品成本，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而且也将为公司原材料供应提供可靠的保障。针对产品需
求量的周期性波动，公司将合理安排生产，适当适时增加产成品库存，保证产
品供应。
２、密切相关行业的制约因素
本地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如果导致棉花种植面积减少，或
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减产，则会使本公司主要生产原料— — 棉短绒的供应和价格
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公司生产成本上升。此外，如果自然条件发生变化，导致
芦苇面积缩小，则会使本公司另一主要生产原料— — 芦苇的供应和价格发生变
化，导致公司生产成本上升。
针对密切相关行业制约风险的对策：本公司地处新疆农业垦区，是我国重
要的棉花产地， 1999 年仅本公司所在地石河子市的棉花产量就达到 15.4 万吨，
副产品棉短绒产量约 2.5 万吨，目前来看棉花副产品棉短绒产量完全可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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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发展的需要。从长远来看，本公司将通过种植优质造纸原料芨芨草，
满足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对原料需求的增加。
３、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目前，全国造纸企业众多。虽然纸制品供需缺口较大，但就全国范围而言，
某些种类纸制品的竞争相当激烈，对公司生产产生一定影响。
针对市场竞争风险的对策：一方面将不断提高现有主导产品的质量，以质
量求生存；本公司现有产品主要是双胶纸、胶印书刊纸和书写纸，产品在新疆
市场占有较大份额，公司将继续巩固新疆市场，同时利用在北京、上海、深圳
的子公司和在南京、成都等地的分公司向新疆以外扩展，进军全国市场。另一
方面将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利用本地丰富的棉短绒、芨芨草资源，开发生产
高科技产品无尘纸，拓展本公司产品及产品应用领域，该产品具有柔软疏松、
吸水性强的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卫生、医疗、餐饮等行业。同时，公司将紧紧
抓住本次股票发行与上市的有利契机，增强企业内在素质，不断提高规模效益，
加强销售工作，准确及时地收集市场信息，作好市场预测及售后服务工作，把
握有利时机及时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五、业务经营风险
１、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及价格
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为芦苇、棉短绒和芨芨草，辅助材料主要为烧碱、液
氯、滑石粉和松香胶等。主要的大宗原辅材料价格占产品制造成本的 50％左右。
大多数原辅材料受市场影响，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造成一定的影响。
针对主要原材料供应风险的对策：a、本公司建有两个大规模的原料堆放场，
形成年收购、打包、贮存芦苇、棉短绒和芨芨草 8 万吨的规模，并已成立专门
的原料分厂，计划建立部分原料采购、存储点，采取定点采购、打包运输的方
式，签定长期供应协议，发展新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可靠的合作关系。
b、公司积极开拓自备原料基地，已租赁 4 万亩废弃盐碱地用以种植芨芨草，
在正常情况下，预计每年可提供芨芨草 24,000-32,000 吨，既可为公司提供稳定
优质的造纸原料，降低原料成本，又可绿化荒野，改善环境。
２、对主要客户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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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目前的产品主要用于印刷书籍、本册等，主要销售客户是印刷厂
和出版社，如果大客户减少对公司产品的需求，会直接对公司的产品销售产生
不利影响。
针对对主要客户的依赖的对策：本公司本着依托老客户、发展新客户、信
誉至上的原则，建立销售网点，形成销售网络，建立供应、需求和销售等方面
的信息通报与反馈制度，增强市场预测能力，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在稳定老客
户的同时，加强与新客户的联系，搞好售后服务，目前已在全国建立了包括控
股子公司和分公司在内的 11 家销售点。
３、能源和交通的制约
本公司生产要消耗大量的水、电，约占产品制造成本的 25％。公司处于天
山以北，准噶尔盆地南沿，玛纳斯河西岸，水、电资源比较丰富。但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电价相应不断上涨，公司的能源优势会有所减弱。如果出现
电力紧张或这种涨价趋势继续发展，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
造纸行业对水的需求量相当大，本公司用水主要由自有水井供应，如果地下水
资源大幅减少，或国家对水资源进行控制，势必对公司的生产产生影响。
本公司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公路、铁路交通十分方便，公司备品备件的购
进和产品的销出主要通过铁路运输。但是若本地区铁路部门在一些政策上有所
变化或运力紧张，一定程度上会对公司部分备品备件和产品的输入输出产生影
响。
针对能源和交通制约的对策：a、由于本公司属本地区重点扶持的大型企业，
在电力供应、铁路运力的安排上享有一定的优惠和照顾，公司将进一步密切与
本地有关部门的关系，并签订相关协议，保证本公司电力供应和产品、原料的
运输。
b、本公司将对现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对现有生产工艺进行优化，采用热
合无尘纸等干法造纸生产工艺，降低水耗。
c、本公司处于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南沿，玛纳斯河西岸，当地地下水资
源丰富，有关取水许可证允许本公司年取水 1875 万立方米，现年用水量约 800
万立方米，可满足现有生产能力及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新增生产能力的需求。
４、产品结构过于集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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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业产品品种繁多，有胶印新闻纸、胶印书刊纸、双胶纸、书写纸、牛
皮箱纸板、涂布白纸板、信息用纸、食品包装用纸、医疗用纸、中高档生活用
纸等。但目前本公司主导产品是中高档文化印刷用纸，产品结构较为集中，若
国家进口文化印刷用纸数量过大、或行业竞争加剧，会直接冲击本公司的生产
和销售。
针对产品结构过于集中风险的对策：本公司一方面将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提高产品质量，以优质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对产品结构进行适当调整，在稳定中高档文化印刷用纸开发、生产的同时，将
产品结构逐步调整为以高科技、无污染的热合无尘纸和低定量涂布纸为主，开
拓卫生、医疗、餐饮等生活用纸，从而增加产品品种，实现多品种经营，避免
产品结构单一和过于集中的风险。
５、产品替代的风险
造纸行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大重要产业，造纸的技术水平和纸的人均占有
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世界各国对造纸
设备、生产技术、生产工艺、造纸原辅材料、产品开发等都有较大的投入，产
品更新换代较快。
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以生产中、高档机制纸和加工纸为主，主要有双胶
纸、胶印书刊纸、书写纸、静电复印纸等文化用纸以及白卡纸、涂布加工纸等
高档印刷用纸和工业用包装纸，有些产品面临着被逐步替代的风险。
针对产品替代风险的对策：加强对市场和相关行业的研究，提高公司技术
装备水平，进一步引进国际国内先进设备，消化、吸收国外新产品、新工艺，
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利用当地丰富的棉短绒、芨芨草资源生产无尘
纸、低定量涂布纸等新产品，尽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向国际先进水平靠拢，
降低产品被替代的风险。

六、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成功后，大股东石河子造纸厂所持股份占总股本的 59.28%，处于
绝对控股地位，且与公司在土地、房屋租赁、综合服务等方面存在关联交易，2000
年造纸厂与本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 320.6 万元（其中关联收入 33.1 万元，
关联支出 287.5 万元）。造纸厂可能会利用其控股地位，对公司人事、经营决策

5-1-26

方面行使表决权，给其他中小股东带来一定的风险。
针对大股东控制风险的对策：为保护其他股东的权益，《公司章程》中已作
出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不得作出有损于公司和其他股东合
法权益的决定”。同时，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石河子造纸厂承诺将不直接或间
接参与进行与本公司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业务 和 经 营 活动，将不利用其对本公
司的控股或控制关系进行损害本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经营活动。
在与控股股东进行关联交易时，本公司将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严
格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在有关表决中坚持关联股东回避制度，确保
投资者利益。

七、募股资金投向风险
１、项目组织实施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热合无尘纸、野生芨芨草种植、1.5 万吨漂白棉浆、低
定量涂布纸生产线技改四个项目，由于这四个项目的投资回收期较长，从 4.87
年到 6.9 年不等(均含 1 年建设期），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后，各种不
确定因素或市场的变化可能影响项目完成的时间或项目的预期效益。因此各项
目虽已经各有关专家进行了可行性论证，但人为的、不可预见的因素仍可能影
响项目、工程效益的实现，从而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热合无尘纸属于干法造纸
生产工艺，与本公司目前使用的生产工艺不同，存在因不能熟练掌握该项技术，
从而影响项目顺利实现预期经济效益的风险。
针对项目组织实施风险对策：本公司计划进行的投资项目都经过了充分的
可行性论证和方案设计，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均获得相关部门的批
准。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尽快实施投资项目，制定项目投资管理制度
和工程监督制度，督促工程和项目的进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缩短建设期
和投资回收期，以保证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实现。对热合无尘纸的干法造纸生
产工艺和技术，本公司将选派优秀员工到国外进行技术培训，认真学习消化，
确保掌握先进的干法造纸生产工艺和技术，使该项目经济效益的顺利实现有所
保证。
２、市场开拓风险
此次募集资金投向的年产 1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采用干法造纸技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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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保节水型生产技术，在政策上受到提倡和鼓励，并且在国际、国内市场
上受到欢迎，占有率呈上升趋势。但由于本公司迄今为止主要从事文化用纸的
产销，高档生活用纸的销售经验较少，因此，该项目存在一定的市场开拓方面
的风险。
针对市场开拓风险的对策：热合无尘纸是高档生活用纸，其应用十分广泛。
本公司目前的主导产品是以胶印书刊纸、双胶纸、书写纸为主的文化用纸，用
户主要是印刷厂、出版社等，销售方式基本为直销。为了适应热合无尘纸产品
的销售，在市场开发方面，一方面将继续稳步发展文化用纸市场，另一方面将
重点开发高科技的热合无尘纸及其后加工产品的市场，加大力度开拓卫生、医
疗、生活用品市场，加强与医院、商场、餐饮机构的联系，着力推出妇女卫生
用品、婴儿尿布、成人失禁用品、工业擦拭用纸系列产品，同时配合广告宣传，
以公司直销为主，积极推行代销等多种销售方式，争取尽快占领市场。

八、政策性风险
造纸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对象。
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不能排除今后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调整，不能
排除金融政策的变化、银行利率、税率的调整，不能排除国内税收、进出口税
率以及国家地方所得税率的变化，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针对政策性风险的对策：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发展纲要 ”
都把基础原材料行业列为重点支持和发展的产业。本公司将抓住机遇，加快发
展进程，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变化趋势的研究，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充
分利用国家及兵团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各项优惠政策，使企业的活力更加旺盛，
以更大的经济实力开拓市场，不断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以避免和
减少政策变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九、其他风险
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风险
我国政府目前正在积极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我国能在近期顺利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有利于本公司获得进一步向海外市场拓展的机会，但也将
使本公司面临国外产品的竞争。目前我国纸制品关税为 15%-25%，入关后五年
内将逐步下调至 5%-7.5%左右，而且发达国家造纸厂规模大、工艺先进、经营

5-1-28

管理水平较高，竞争力较强，因此，总的来说加入世贸对造纸行业冲击较大。
本公司目前进口的关键设备、浆板和废纸进口关税已经为零关税，“入世”后对
公司的生产成本影响不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相比，本公司的技术装
备相对落后、生产规模仍然偏小、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因此与国外企业和产品
竞争将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如果质量和档次均优的同类产品因进口关税税率
下调而进口量大幅度增长，将使本公司受到一定冲击，存在着市场被挤占的风
险。
针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风险的对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对本公司所在的造纸行业冲击较大，适应国家关税政策的调整，以避免和减少
因政策变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减小国外产品的冲击。具体应对
措施包括：
a、我国加入 WTO 之后，本公司将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利用本地丰
富的棉短绒资源，生产热合无尘纸及以其为原料的高档生活用纸，提高产品档
次和附加值。
b、改善原料结构，利用本地丰富的芨芨草资源，生产高档文化用纸，提高
产品竞争力，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
c、利用公司地处边疆的优势，加强同周边国家的联系，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同时可进口木浆原料，降低产品成本。
２、法律诉讼和仲裁风险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由于销售、采购等行为与其他市场主体必然发生
各种各样的关系，其中可能产生法律诉讼和仲裁，从而使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
影响。
2000 年，本公司诉沙湾印刷厂返还人民币 138,129.3 元纸款、本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北京博天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诉长城出版社返还人民币 727,876.12 元
纸款的诉讼尚在进行之中；其中，本公司诉沙湾印刷厂返还人民币 138,129.3 元
纸款一案已于 2000 年 12 月 12 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人民法院“（2000）
沙经初字第 32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沙湾印刷厂向本公司返还货款 138,129.3
元人民币。
针对法律诉讼和仲裁风险的对策：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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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范合同管理，提高业务人员素质，减少被法律诉讼的可能性。同时，
本公司将依靠法律，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汇率风险
本公司规划的募集资金投向中有部分设备为进口的先进设备，若汇率发生
不利变化，则可能对本公司利润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汇率风险的对策：针对汇率风险，本公司一方面加大设备国有化程度
以减少外汇用量；另一方面，将与外汇贷款银行共同安排，调整结算方式及期
限，降低汇率风险。

十、关于技术风险的解释说明
公司属于造纸行业，使用的是基本属于国内发展成熟并公开的“碱法造纸”
技术工艺，公司生产的产品完全能满足市场对造纸产品的一般需求，不存在过
度依赖某核心技术人员和某项核心技术的风险。公司拥有技术中心，科研开发
能力能够满足企业技术改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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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发行人的基本资料
本公司是西北地区集制浆、造纸、造纸机械加工和原料开发为一体的造纸
骨干企业，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30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5016 万元；本公司于
2000 年 11 月 14 日通过中国轻工质量认证中心的 ISO9002 质量认证，获颁认证
证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轻工业行业管理办公室统计证明，2000 年公司在新疆
造纸行业中利税指标排名第一，公司文化用纸产品在新疆文化用纸市场的占有
率为 50%左右。公司经营范围为主营造纸、纸制品及纸料加工销售、物业管理
等业务，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总资产 24877 万元，净资产 9344.4 万
元，1-12 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14730.4 万元，实现净利润 1276.6 万元。本公司现
有员工 1027 人。
（一）发行人历史沿革及经历的改制重组情况
1、公司历史沿革
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
[1999]191 号文批准，由新疆石河子造纸厂为主要发起人，以其与造纸相关的生
产经营性资产入股，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印刷厂、新疆石河子白杨酒厂四家法人单位以货币资金入股，采用发起方
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1999 年 12 月 30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本 5016 万元。
２、发起人出资情况
各发起人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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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

出资

股份数量

比例

（万元）

方式

（万股）

（％）

新疆石河子造纸厂

７２００

资产

４７５２

９４．７３

国有法人股

新疆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

现金

１３２

２．６３

法人股

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

１００

现金

６６

１．３２

法人股

新疆建设兵团印刷厂

５０

现金

３３

０．６６

法人股

新疆石河子白杨酒厂

５０

现金

３３

０．６６

法人股

－

５０１６

合

计

出资额

７６００

１００

股权性质

－

公司主发起人新疆石河子造纸厂投入的经营性资产包括：造纸一分厂、造
纸二分厂、制浆分厂、机电分厂、纸品加工分厂、原料分厂、东泉农场的生产
经营性净资产，全资子企业天宏商贸城、武汉经营部、兰州七里河经营部，以
及其在控股子公司北京博天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博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新石纸业有限公司的权益等。
经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审查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主发起人石
河子造纸厂已投入发行人之资产的产权隶属关系明确、主发起人将上述资产投
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除三项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变更为发行人的手续及主
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部分经销部之法人资格工商注销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之外*，
主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有关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已由主发起人转移至发行人；
因发行人的设立而引起的原企业债务的转移已征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不存在
金额较大的潜在债务纠纷。
*经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审查并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认为：发行人
与主发起人于 2000 年 1 月 10 日签署了《注册商标转让合同》，根据该合同，主
发起人将其合法拥有的注册号为第 1027688 号、第 607527 号、第 302367 号的
注册商标无偿转让予发行人。2000 年 11 月 28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
已下发“核准转让注册商标证明”，通知发行人上述注册商标转让行为已全部完
成，发行人已成为上述注册商标之合法所有人。
*经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审查并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认为：发行人
该等经销部法人资格之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已分别获发了由当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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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非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行人历次验资、资产评估及与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１、历次验资报告
本公司成立以来，进行了一次验资，即在设立时进行的验资，公司各发起
人的出资情况由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以深同证验字[1999]第 024 号验资报告
验证，发起人以现金入股的已在 1999 年 12 月 29 日全部到位，以资产入股的均
已办理了产权过户。
２、资产评估
（1）公司设立时，公司主要发起人新疆石河子造纸厂将与造纸业务相关的
资产和债务投入股份公司。以 1999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造纸厂投入股份公
司的经审计的总资产 23047.8 万元，总负债 15932.2 万元，经评估后资产净值为
7200 万元。上述资产经新疆华洲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并出具华洲评报字（1999）
第 027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评估报告书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管理局
出具的兵国资评函字[1999]（确）021 号《评估确认通知》批复。由于新疆华洲
资产评估事务所没有取得证券从业资格，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本公司聘请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设立时新疆华洲资产评估
事务所出具的“华洲评报字（1999）第 027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进行了复核，
并由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报告出具了肯定性的复核意见。
（2）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以 2000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
估，并出具了“信资评报字（2000）第 146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
是：总资产为 ２６，９８６．４９ 万元，总负债为 １７，９１９．９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０６６．５２
万元。该评估结果业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管理局“兵国资评发[2000]26
号”文件确认。
３、与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1）商标
本公司目前使用“博雪”、“博峰”牌商标，商标注册编号为 1027688（博
峰）、302367（博雪图形）、607527（博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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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成立时，与造纸厂签订了《注册商标转让合同》。根据该合同“博
雪”图文及“博峰”牌商标由造纸厂无偿转让给本公司。2000 年 11 月 28 日，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已下发“核准转让注册商标证明”，通知本公司上述注
册商标转让行为已全部完成，本公司已成为上述商标之合法所有人。
（2）土地使用权
2000 年 7 月 12 日，公司与造纸厂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以租赁
方式有偿使用 2 宗生产用地共计 281,685.85 平方米，年租金 169,011.51 元人民
币，宗地一（石河子市 12 号小区）租赁期限为 48 年，宗地二（石河子市工 2
小区）租赁期限为 50 年。租金每五年可由双方协商调整一次,调整幅度依照物
价上涨指数等因素由双方商定；1999 年 12 月 17 日，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土地管理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以租赁方式有偿使用 1 宗农业
用地共计 33,266,666 平方米，年租金 99,001.6 元人民币，租赁期限为 30 年，该
宗土地用于本公司野生芨芨草基地建设项目，是公司重要的原料基地，属于“草
纸一体化”项目。租金每三年可由双方协商调整一次,调整幅度依照物价上涨指
数等因素由双方商定。
公司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结果的确认及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已获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土地管理局以新土有偿字[1999]22 号文予以批复。
（3）工业产权
本公司设立时，石河子造纸厂将造纸、芨芨草种植与应用技术、研究开发
机构随同纸产品的生产经营性资产投入股份公司。本公司完全拥有生产现有产
品的技术及持续创新开发能力。
（4）房屋建筑物
本公司设立时，石河子造纸厂将与纸产品生产经营相关的厂房、办公楼、
库房等房屋建筑物投入本公司，并完成了过户手续，于 2000 年 6 月 30 日 取得
了房屋所有权证。
４、本公司成立以来，截止到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股权结构没有发
生变化，没有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三）公司职工及其社会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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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公司职工人数及构成
造纸厂资产重组后，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对现有人员进行分流，
股份公司成立之初职工人数为 1016 人，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在册职工人
数为 1027 人。
职工的构成情况如下：
按专业构成分类

人 数

比例（％）

生产人员

757

73.7%

销售人员

76

7.4%

技术人员

99

9.6%

财务人员

34

3.4%

行政人员

61

5.9%

人 数

比例（％）

25

2.4%

大专学历

191

18.6%

中专学历

60

5.8%

中专以下学历

751

73.2%

按年龄结构分类

人 数

35 岁以下员工

570

55.5%

35—50 岁员工

359

35%

50—60 岁员工

98

9.5%

按教育程度分类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比例（％）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离退休人员。公司每年按国家规定的比
例从工资总额中提取福利费。
２、公司执行的社会住房制度和保险制度
公司根据石河子市政府有关规定制定了住房制度实施改革办法，主要内容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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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租补贴，按职工工资的 5%随工资发放；
（2）住房公积金的筹集，按职工工资的 5%缴纳；
（3）集资建房办法。
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公司所有员工均参加当地社会统筹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统筹，其费用由公司统一向有关部门交纳。职工医疗费由
公司根据石河子市有关规定报销。
（四）公司独立运行情况
本公司成立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
表现为股份公司人员独立、机构独立、财务独立、资产完整，具有独立完整的
业务及面向市场独立运作能力：
１、业务独立情况说明
① 股份公司主营中高档文化用纸的生产和销售，第一大股东新疆石河子造
纸厂主营业务为投资办企业、房地产开发、化工产品产销。
② 股份公司与造纸厂就相关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划分，造纸厂承诺不从事股
份公司相同的业务，为避免同业竞争，造纸厂出具了《不予竞争承诺书》。
③ 股份公司产品的销售以直销为主，只有少量产品由经销商代销，具有独
立面对市场经营运作的能力。
２、资产完整、独立情况说明
① 所有发起人投入股份公司的实物资产、股权、现金均及时到位，并均已
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其中，实物资产已按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评估立项、
评估和评估确认工作。
② 股份公司具有必要的生产经营设施和能独立运作的经营系统。
③ 由于土地使用权分别属于造纸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股份公司生产经
营所用土地系向造纸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别租赁。
④本公司使用的“博雪”、“博峰”牌商标的转让行为目前已全部完成，本
公司已成为上述商标之合法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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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人员独立情况说明
① 股份公司董事长与第一大股东造纸厂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兼任。
② 股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在造纸厂兼职。
③ 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为专职，不在其他公司任职。
④ 公司成立后，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和独立的劳
动、人事和工资管理制度。
４、财务独立情况说明
① 股份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股份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关联公司任
职。
② 股份公司执行《股份公司会计制度》，并根据国家关于股份公司财务管
理制度的规定建立了较为健全的财务规章制度。
③ 股份公司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
的要求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内部核算、控制体系，
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④ 股份公司已在银行独立开户，并依法独立纳税。
５、机构独立情况的说明
① 股份公司下属行政办公室、企业管理部、人事部、计划财务部、技术开
发中心、安全保卫部、证券投资部、生产技术部和市场信息部，以上部门与第
一大股东造纸厂相关部门严格分开。
② 股份公司下属各部门人员均不在股东单位任职。
公司建立起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制订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切
实履行诚信义务的办法，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运作规范，形
成了股份公司高效的运行机制。公司根据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
制定了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以及严格的内部
财务监督和控制机制。

二、 主要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主要发起人与股东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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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股东即为公司发起人，其中无自然人和风险投资机构或战略投
资者。本公司成立至今，各股东持股比例没有发生变化。各股东之间不存在任
何关联关系。
１、主要发起人情况
本公司的主要发起人是新疆石河子造纸厂，其前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
一造纸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一造纸厂创建于 1958 年，1965 年原石河子总
场化工厂划归造纸厂管辖， 1975 年 5 月取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后，八一
造纸厂更名为新疆石河子造纸厂，隶属石河子地区农工商联合企业，1981 年 12
月，恢复兵团建制，定名为新疆石河子造纸厂，隶属农八师石河子市领导。1995
年 2 月，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为加快石河子化工工业的发展战略，决定将化工
分厂从造纸厂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法人。
新疆石河子造纸厂是西北地区集制浆、造纸、印刷、造纸机械加工和原料
开发为一体的大二型造纸骨干企业，是新疆造纸行业工业总产值最高、文化用
纸产量最高和拥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经过自身改造不断发展， １９９３ 年建
成并投产了年产 ４－ ８ 千吨中低定量高级文化用纸的 ＺＷ２４ １７６０／２００ 型长网多
缸造纸生产线。１９９５ 年建成和投产了年产 １．７５ 万吨漂白浆的三段漂生产线，
大大改善了漂白草浆质量，为生产中高档文化用纸提供了有利条件；１９９８ 年 ３
月又建成并投产了年产 2.5 万吨草浆技改第一期工程项目。在寻求新的经济增
长点中，企业不失时机兴建一座集现代化配套设施于一体的 ４．５ 万平方米的大
型纸业综合商贸城。１９９６ 年“博雪”牌系列文化用纸被评为新疆造纸行业名牌
产品。
造纸厂 1996 年被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授予全国资源综合利用先进企业称
号，1992 年被国家环境保护局授予全国环境保护先进企业称号，1994 年被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评为中国新疆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第 40 位；经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轻工业行业管理办公室、新疆造纸协会统计证明，造纸厂 1995 至 1999 年
在新疆造纸行业中利税总额排名第一，文化用纸产品在新疆文化用纸市场的占
有率为 50%左右；1994 年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经济评价中心确认为新疆轻
工行业“十强”企业，1999 年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信息咨询事务所审核，
达到造纸企业大二型标准。
石河子造纸厂位于石河子市西三路，国有企业，注册资本 8605 万元，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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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王玉柱。作为发起人之一，造纸厂向本公司投入经评估后的与造纸相
关的净资产 7200 万元，按 66%的比例折为股份 4752 万股，占总股本的 94.73%。
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1999 年 12 月，造纸厂以生产
经营性资产出资，与其他四家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了“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
经石河子天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该厂总资产 39882
万元，净资产 10685 万元，2000 年实现净利润 1061 万元。
新疆石河子造纸厂除控股本公司外，还控股以下 3 个子公司：新疆石河子
祥和化工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天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天宏涌泰经
贸有限公司，它们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基本情况如下：
（1）新疆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
新疆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造纸厂与香港荷磊
贸易公司合资设立的，造纸厂拥有 60%的权益，香港荷磊贸易公司拥有 40%的
权益。该公司位于石河子市西三路，注册资本 14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玉柱，
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分散松香胶及其它化工产品。该公司根据其与本公司签
定的《化工产品供应协议》向本公司提供部分造纸用化工原料。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77 万元，净资产 124.9 万元；2000
年实现净利润 19 万元。（未经审计）
（2）石河子市天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石河子市天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造纸厂与新疆
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造纸厂拥有 93%的权益，新疆石河子祥
和化工有限公司拥有 7%的权益。该公司位于石河子市西三路 17 栋，注册资本
86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余盟甫，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建材销售、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412 万元，净资产 860.6 万元；2000
年实现净利润 0.58 万元。（未经审计）
（3）石河子市天宏涌泰经贸有限公司
石河子市天宏涌泰经贸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造纸厂与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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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厂劳动服务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造纸厂拥有 70%的权益，石河子造纸
厂劳动服务公司拥有 30%的权益。该公司位于石河子市西三路六小区 176 栋，
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余盟甫，经营范围为：建筑材料、日用百货、
文化用品、农副产品（除专控）、家具制造。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493 万元，净资产-35 万元；2000
年实现净利润-2.5 万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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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石河子造纸厂改制后产权结构图

石河子造纸厂

９３％
７０％
６０％
94.73%

直属单位
控股公司

运输车队

老龄办

职工医院

天宏印刷厂

涌泰公司

化工有限公司
新疆石河子祥和

房地产开发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天宏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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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其他发起人情况
（1）新疆教育出版社
该公司位于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69 号，国有企业，注册资本 410 万元，法
定代表人阿不都热扎克.沙也木。主要经营中小学教材及辅助教材的编写、翻译、
出版、发行等。作为发起人之一，该公司向本公司投入现金 200 万元，按 66%
的比例折为股份 132 万股，占总股本的 2.63%。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1007 万元，净资产 6659 万元；
2000 年实现销售收入 11680 万元，净利润 2189 万元。（未经审计）
该出版社除持有本公司 2.63%的股权外，现无子公司。
（2）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
该公司位于乌鲁木齐贵州路 61 号，国有企业，注册资本为 1369.4 万元，
法定代表人曹彦。经营范围为印刷制版机械设备及材料，现代办公用品，文化
用品等。作为发起人之一，该公司向本公司投入现金 100 万元，按 66%的比例
折为股份 66 万股，占总股本的 1.32%。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467 万元，净资产 2340 万元；
2000 年实现销售收入 4316 万元，净利润-35 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除持有本公司 1.32%的股权外，现无子公司。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
该厂位于乌鲁木齐市光明路 24 号，国有企业，注册资本为 677 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牛星瑞，经营范围为印刷报纸、文件、表册，文化用品，出租房屋。
作为发起人之一，该公司向本公司投入现金 50 万元，按 66%的比例折为股份 33
万股，占总股本的 0.66%。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490 万元，净资产 1044 万元；2000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02 万元，净利润-223 万元。（未经审计）
该厂除持有本公司 0.66%的股权外，现无子公司。
（4）新疆石河子白杨酒厂
该厂位于石河子市西三路北端，国有企业，注册资本 389 万元，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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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鲍建章，主营业务为白酒、葡萄酒、果酒、啤酒、饮料产销和汽车货运。
作为发起人之一，该公司向本公司投入现金 50 万元，按 66%的比例折为股份 33
万股，占总股本的 0.66%。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4052 万元，净资产 1791 万元；2000
年实现销售收入 12913 万元，净利润 440 万元。（未经审计）
该厂除持有本公司 0.66%的股权外，现无子公司。
３、截止目前公司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无被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二）大股东及公司董事放弃同业竞争和利益冲突的承诺
本公司的主要发起人新疆石河子造纸厂在发起设立时，将与本公司业务相
关的生产设备及其它经营性资产投入股份公司，重要客户等经营资源、技术人
员、生产工人及有关专有技术也均移交给股份公司，并出具书面承诺：在其作
为最大及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股份公司期间，造纸厂及其除股份公司以外的其
他控股子公司/子企业（其他控股子公司/子企业）将不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类
似的生产、经营业务，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
或间接的业务竞争；造纸厂并保证将促使造纸厂的其他子公司/子企业不直接或
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因此，发
行人与任何关联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承诺将不利用其
对本公司的控股或控制关系进行损害本公司和本公司其它股东利益的经营活
动。此外，本公司的其他四家股东也没有经营与本公司同一或同类的业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作出承诺：本人将不利用职权从事任何与发行人相竞争的
业务或作出任何明知对发行人经营或管理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并保证在本人
自身利益同发行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将以发行人及其股东利益为重。
自本公司成立以来，主要发起人新疆石河子造纸厂严格履行放弃同业竞争
的承诺，其生产经营与本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制浆、造纸及其制品的生产经营
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
本公司成立至今，股本总额为 5,016 万股，没有发生变化。本次拟公开发
行 3,000 万社会公众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37.43%。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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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疆石河子造纸厂

4752

94.73

4752

59.28

新疆教育出版社

132

2.63

132

1.65

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

66

1.32

66

0.8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

33

0.66

33

0.41

新疆石河子白杨酒厂

33

0.66

33

0.41

社会公众股

0

0

3000

37.43

总 股 本

5016

100

8016

100

厂

三、 发行人内部组织结构
本公司设立时就建立了独立的业务部门，与发起人在业务、资产、人员、
机构、财务方面完全分开，拥有独立的供应、生产和销售系统，并依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健全公司的组织结构。公
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和 9 个职能部门， 7 个生产分厂、
8 个分公司和三个控股子公司（见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明
确了各部门的职能，定员定岗，制定了各自的内部管理制度。本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的要求设立和规范运作，股东大会是本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
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并向股东大会负责；监事会由股东代表与适当
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对董事会行使监督职能。
（一）管理层
1999 年 12 月 29 日，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选举了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成员 9 名、第一届监事会成员 5 名（职工代表监事 2 名）。召开了
第一届董事会，选举了董事长、副董事长；聘任了董事会秘书，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 2 名，财务负责人一名。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选举了监事会召集人。
制订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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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聘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均被免除
了其原在造纸厂的职务，不存在双重任职情况。
（二）主要职能部门
１ 、财务系统
本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制订了符合股份公司会计制度的管理制度，
取得了银行帐号和税务登记号，独立经营纳税。建立了完整的符合股份公司会
计制度的会计电算化系统，使财务系统能够为生产经营管理和决策提供更为准
确和及时的信息。
２ 、生产系统
公司设立了生产技术部、企业管理部、技术管理中心等，负责公司的生产、
设备、能源、安技、环保的管理和生产调度。公司下设 4 个生产分厂、1 个机
电分厂，进行制浆、造纸生产和机电维修。根据市场信息部提供的市场需求，
安排调度各分厂的月度生产计划。2000 年累计完成产量 3.2 万吨，实现销售收
入 1.47 亿元。
３ 、销售系统
公司主要从事纸及纸制品的销售，在公司总经理的领导下，由市场信息部
和 8 个分公司、3 个控股子公司具体负责产品销售工作。市场信息部设主任负
责本部门的管理和日常工作。各分公司和三个子公司以所在的中心城市为依托，
负责当地及周围地区的销售，包括产品销售、应收款管理、客户访问、售后服
务、信息收集和反馈等工作。建立健全了部门规章制度，完善了部门内部管理。
本公司产品价格根据市场供需情况和产品成本确定。
４ 、供应系统
股份公司的供应系统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和生产，负责全公司的原料采购工
作，在总经理、主管副总经理的领导下，由原料分厂、东泉农场（公司原料生
产基地）负责原材料的采购、生产、运输协调等工作。
（三）控股子公司情况
本公司共有三家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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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博天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博天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本公司拥有 80%的
权益，石河子造纸厂劳动服务公司拥有 20%的权益，该劳动服务公司是集体所
有制企业，注册资金 190 万元。北京博天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秀会。公司主营：纸张、纸制品、纺织品的销售等。
２、上海博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博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本公司拥有 80%的权
益，石河子造纸厂劳动服务公司拥有 20%的权益。上海博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聂新革。公司主营：机制纸、文化用品、针
纺织品等的销售。
３、深圳市新石纸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石纸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本公司拥有 85%的权益，
陶丽拥有 15%的权益。深圳市新石纸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60 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肖卫。公司主营：机制纸、纸制品的销售等。

公司组织机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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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

股东大会

财务负责人

副总经理

生产技术部
上海博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博天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新石纸业有限公司

东泉农场

纸品加工分厂
机电分厂
原料分厂
制浆分厂
造纸二分厂

分公司

80%
80%
85%

技术开发中心

部

控股子公司
直属分厂

市场信息部

计划财务部

证券投资部

事

安全保卫部

人

企业管理部

行政办公室

造纸一分厂

广州分公司

南京分公司

武汉分公司

成都分公司

兰州分公司

天宏商贸城分公司

石河子分公司

乌鲁木齐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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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
董 事 会
董事会秘书

总 经 理

第五节

业务和技术

一、 造纸工业概况
（一）造纸行业基本情况
１、行业管理体制
造纸行业属于轻工行业，在我国其产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国家经济贸易委员
会和各地的经贸委，主要负责产业政策的制定；研究拟订行业发展规划，指导
行业结构调整，实施行业管理，参与行业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质
量管理等工作，负责执行有关的各项国际公约和协调完成国际重大专项任务。
本行业内部管理机构是中国造纸协会和各地方协会，主要负责产业及市场研究；
在互利互惠原则下，在技术、产品、市场、信息、培训、管理及国内外贸易等
方面，开展协作与咨询服务，推动本行业的发展，提高本行业开发新产品、开
拓市场的能力；进行本行业自律管理以及代表会员企业向政府部门提出产业发
展建议及意见等。目前，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对本行业的管理仅限于宏观管理，
业务管理和产品的生产经营完全基于市场化的方式。
２、市场容量
纸张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供给不足。根据《中国造纸年鉴》（1999）预测，
2010 年中国纸及纸板总消费量为 5000~6000 万吨，年增长率 4~5.8%，人均消
费量 36~43 公斤，这一指标与世界人均消费 54.9 公斤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
从我国造纸工业的实际出发，2010 年纸及纸板产量规划为 4000~4500 万吨，年
平均递增 3%~4.1%。
在总量供给不足的同时，中国纸张市场存在着日渐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主
要表现为：中低档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与高档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结构性失
衡严重，难以满足纸业市场的需求。一方面高档产品供给不足，需要进口解决；
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中低档产品又大量积压，生产过剩。
以上数据显示，国内纸产品的供给增长远远达不到与消费的增长同步，这
将导致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高档纸产品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力。
５－１－48

３、行业竞争状况
首先，造纸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独特的行业属性决定
了行业竞争力体现在设备的技术先进程度和产品的科技含量。
其次，造纸企业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其企业的规模效益明显，企业规模愈大，
则其单位产品所投资金及生产成本均会相应减小。因此造纸企业的规模也是在
行业取胜的重要因素。
第三，造纸原料是造纸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纸业市场的竞争，说
到底是原料的竞争，谁掌握了对原料的控制权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
因此，要参与造纸行业竞争，企业需要确保其生产用的原材物料，要具有
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和精良先进的生产技术。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造纸行业呈现出技术装备水平低，企业规模小、集中
度低，原料以草为主的格局。
目前我国造纸行业的生产设备多为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少数为 80 年代水
平，达到 90 年代水平的仅占 10％左右。根据《中国造纸年鉴》（1999），目前
我国造纸企业平均生产规模仍然偏小，年生产能力万吨以上造纸企业 1180 家，
其产量占总产量的 68％，其中年生产能力 3 万吨以上造纸企业 130 余家，占总
产量的 22％。生产能力 10 万吨以上造纸企业 30 余家。我国造纸企业普遍的技
术装备落后、规模不经济和以草为主要原料的直接后果就是产品结构不合理、
产品技术含量低、质量差，严重影响着中国造纸工业向现代化和规模经济方向
发展。
在 90 年代以前，国内纸业市场一直是处于总量短缺。但当 90 年代中期以
后，国内纸业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由严重短缺转向为相对过剩，
生产增长的速度和方向也就出现新变化。生产增长从高速增长逐渐减缓；产品
结构的供求矛盾导致过剩与短缺并存。同时在国际纸业市场环境的影响下，部
分国内产品供大于求，加剧了市场竞争，抑制了纸价，甚至出现了非理性的降
价推销等恶性竞争局面。
但是，随着国家产品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的落实和造纸行业新标准的实施，
一大批小型造纸企业被关闭、淘汰。这些举措有力地缓和了行业内部的恶性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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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使行业竞争进一步规范化、合理化。
４、投入与产出
造纸行业属资金密集型产业，行业属性决定了造纸行业的新建、扩建、技
改项目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根据美国统计资料，浆纸及其制品企业的
平均固定资产值的比例高达 3.27（即生产 1 元产值的产品，所占固定资产投资
达 3.27 元），远高于其他工业平均的 2.17。据我国统计资料显示，造纸行业每
万元产值的固定资产投资为食品工业的 3.08 倍，纺织工业的 2.6 倍，同石油、
化学工业的投入大体相当。我国要达到这种经济规模，存在着前期资金投入相
对不足，老企业的扩张、技改、治污与其造纸林基地建设所业已存在的巨额资
金缺口等问题，制约着我国造纸工业上规模、上档次、提高产品质量。
５、技术水平
世界造纸技术主要体现在制浆技术向着减污、节能的方向发展。目前世界
上的高新技术和设备如连续蒸煮、氧脱木素、化学制浆、涂布工艺、过氧化氢
漂白、浆板自动打包生产线、智能化、全封闭废水处理技术等，我国几乎都拥
有。国内只是在项目的规模（特别是纸机的宽度）、应用新技术装备的广度上（新
技术装备在造纸行业中所占比例）还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二）影响造纸行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１、产业政策
（1）根据造纸行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规划，我国造纸行业将保持适
当的增长速度，在 2010 年纸及纸板规划产量 4000 万吨，比 2000 年计划 3000
万吨增长 33%。这一产业政策对造纸行业很有利。
（2）1999 年，造纸行业被列为国家财政债券支持技改的重点行业。对规
模生产项目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目前共有十八个新建改建项目立项获得此种无
息贷款，主要用于购置国产设备。鼓励国内制浆造纸设备制造工业从外国设备
公司进一步引进和转让制造技术，从而使国内生产厂确保长期的竞争能力。
（3）以调整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是造纸工业从规模
小、技术落后、污染严重逐步向原料和产品结构趋于合理，重点企业实现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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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生产现代化。
（4）鼓励发展造纸原料基地，对目前国内各主要造纸纤维原料要进一步
开发和发展。一、对现有森林进行植林：在北方地区种植白杨，在南方地区种
植桉树等速生树种，并计划对全国现有森林的利用进行改进；二、进口商品浆：
预计在今后五年商品浆进口再增长 300 万吨；三、再生纤维原料方面：增加国
内和进口废纸用量；四、非木材纤维原料：在使这一领域成为主要投资重点之
前，要进一步开发非木材纤维原料的制浆技术。
（5）对现有年产 5000 吨以下的造纸厂和化学制浆车间一律按期取缔，禁
止在淮河流域新建化学制浆造纸企业。
对现有年产万吨以下、污染物排放达不到标准的小型化学制浆生产线，采
取关、停、并、转、迁等不同方式整顿治理。
２、产品特性和技术替代
造纸工业主要使用植物纤维为原料，由于纸和纸板所具有的特性和社会功
能，尚不能被其他工业产品所替代。
３、消费趋向
传统纸品的消费在未来 20 年会基本走完它的历史过程，以后将逐步衰减，
将逐渐在生产、消费领域中被淘汰。
未来 15 年－20 年，高速增长的纸业市场需求是对现代纸品的消费需求。
这种消费需求八十年代开始有了 400 万吨－800 万吨的消费规模，九十年代激
增到 800 万吨－1000 万吨的消费规模，未来会很快增加。到 2010 年，预计在
4000 万吨的消费总量中，将会有大部分是对现代纸品的消费。那时，中国会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纸品消费市场。
４、国际市场的冲击
世界造纸工业的科技迅速发展和结构调整形成了目前造纸工业国际化格
局，今后制浆造纸工业竞争全球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
５、进入本行业的主要障碍

造纸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回收期较长。顺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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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行业需要充足的资金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量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
这一趋势对本行业不利之处在于：目前国内造纸工业大部分企业普遍呈现
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设备陈旧的现状，现有产品结构不适应纸张消费市场变化
和发展，高档纸品供给不足，低档产品大量积压。这种造纸行业落后的技术与
原料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供需矛盾日益加大，形成了国外造纸行业对我国造纸
市场的冲击。
有利之处在于：目前造纸业发达国家市场已趋于饱和和过剩，中国这个有
着巨大潜力的市场吸引着国际资本和技术流向中国，给中国的制浆造纸工业提
供了发展机遇。
（三）本公司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
１、主要竞争状况
本公司生产的文化用纸系列产品在西北地区占有重要份额，目前占新疆市
场的 ５０％左右，今后仍将占有半数以上的新疆文化用纸市场份额。公司主要是
生产文化用纸系列产品，在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中，国内山东造纸企业发展迅
猛，另外，外资造纸企业规模大、设备先进，存在一定的竞争压力。
２、本公司的竞争优势
（１）原材料优势
原材料的质量和数量是制约造纸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新疆是国家重
点产棉区，公司所处的石河子地区每年可提供 ２．５ 万吨优质棉短绒用于生产，
原料充足。更为重要的是与草浆相比，棉浆具有强度高、耐折度高、吸水性好、
柔韧性好、污染小的优质特点。公司募集资金拟投项目中的野生芨芨草开发种
植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将为公司提供充足的优良造纸原料。
（２）产品的品牌和价格优势
本公司造纸的原料中添加了部分棉浆和针叶木浆，造纸采用的是较为先进
的长网宽幅纸机，因此产品的质量和性能都达到了行业标准，并优于区内同行
业的其他企业。１９９６ 年公司生产的“博雪”牌系列文化用纸被评为新疆造纸行
业名牌产品，具有明显的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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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司造纸用的原材料、耗用的水、电价格都较为低廉，因此产品具
有价格竞争优势。
（３）规模优势
本公司是新疆自治区最大的造纸生产企业，区内的产品市场占有率一直保
持在 ５０％，年产机制纸 ３．２ 万吨的生产规模也远远高于全国造纸行业的年产 ６０００
吨的平均水平。这使得公司在规模效益突出的造纸行业具有竞争优势。
（４）政策鼓励和扶持优势
由于本公司属本地区重点扶持的大二型企业，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点
优先扶持、优先发展的企业，在电力供应、铁路运力的安排上享有一定的优惠
政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得益于国家在各方面的优惠
和扶持政策。
公司优化原料结构而大力开发利用棉短绒、人工培育野生芨芨草也符合新
疆一黑（石油、煤炭）一白（棉花）的发展战略和国家鼓励退耕还林还草以改
善生态环境的政策。
虽然公司具备上述竞争优势，但是与世界及国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
主要是生产规模有限，产品单一。
３、本公司市场份额变动情况及趋势
本公司始终保持了在新疆文化用纸市场 50%的稳定占有率。尽管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但是随着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无论在
生产规模、产品结构等方面都将得到改善，产品市场占有率将会有进一步的扩
大。

二、主要业务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１、业务经营范围
公司的业务范围是造纸，纸制品及纸料加工、销售，化工产品（有毒除外）、
印刷物资的销售，机械加工，物业管理，造纸原料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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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造纸，纸制品及纸料的加工、销售。
３、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图
本公司采用的是碱法造纸工艺，将芦苇、芨芨草、棉短绒等原料粉碎，进
行制浆、漂白，然后在造纸机上加工成成品纸，工艺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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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生产工艺流程图
备 料

切 料

螺旋输送

风送

装锅

带式洗浆机
除砂器

喷放仓

粗浆池

振框筛

圆网浓缩机

羊角除尘
稀释罐
离心筛

细浆池

CEH 三段漂白

造纸生产工艺流程图
制浆来料
进口木浆

漂白棉浆

未叩池

双圆盘磨

木浆未叩池

水力碎浆机

未叩池

配料池

已叩池
大锥度精浆机

双圆盘磨

打浆机

成浆池

放料箱

三段除砂

筛选

高位箱

调色 加填
流浆箱

造纸机

切纸（复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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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件入库

（二）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１、本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生产能力
（1）主要产品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有双胶纸、胶印书刊纸、书写纸。
（2）主要产品近三年的生产能力
公司近三年的生产能力均保持稳定不变，即：胶印书刊纸 3600 吨/年、双
胶纸 5500 吨/年、书写纸及单面书写纸 17000 吨/年。
２、本公司主要产品的主要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是以双胶纸、胶印书刊纸、书写纸等文化用纸为主。其中，
双胶纸主要供多色胶版印刷书刊、封面、课本插图、图片等；胶印书刊纸适用
于单色和双色胶版印刷书籍、文献、杂志等；书写纸主要供印刷各种账页、练
习薄、日记本、表格、稿纸、书籍等。
３、主要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
（1）主要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和销售方式：
本公司产品市场主要分布在新疆、兰州等西北地区，此外还分布于上海、
南京、北京、武汉、成都、广州、深圳等地。
销售方式：以直销为主，通过本公司在新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 8
个销售分公司和 3 个控股子公司进行产品的销售。
（2）定价策略
本公司产品的定价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销售价格的确定遵循市场的一般
价格水平。在销售淡季，本公司给予购买量大和现款提货的客户一定的折让。
在销售旺季，给予一次性付清货款的客户一定的折让。
（３）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近三年主要产品销售额、产销率、平均单价和市场占有率
品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种
双胶纸
书写纸
胶印书刊纸
双胶纸
书写纸
胶印书刊纸
双胶纸
书写纸
胶印书刊纸

销售量
（吨）
6914.025
9637.047
2262.497
2966.818
14680.310
2640.749
8098.548
16904.591
3162.499

产销率 %
69.09
74.09
80.46
120.73
124.12
114.79
80.15
124.38
1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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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销售价
（元/吨）
7133
5508
6100
6400
4800
5400
6075
4600
4975

销售金额
（元）
49,317,738.72
53,080,854.14
13,801,232.00
44,587,634.19
70,465,488.40
14,260,043.42
49,198,679.82
77,761,120.89
15,733,430.93

公司生产的文化用纸三大系列产品在新疆自治区内的市场占有率稳定保持
在 50%以上。随着公司在全国的主要中心城市设立的经销部和控股公司所形成
营销网络作用的发挥，公司产品在全国的市场份额也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近三年主要业务收入构成表
单位：万元
2000 年
产品名称

1999 年

1998 年

销售收入

占总收入比

销售收入

占总收入比

销售收入

占总收入比

（万元）

例（％）

(万元)

例（％）

（万元）

例（％）

书写纸

7776.11

52.79

7046.55

52.78

5308.09

44.29

胶印书刊纸

1573.34

10.68

1426

10.68

1380.12

11.52

双胶纸

4919.87

33.40

4458.76

33.39

4931.77

41.15

其他

461.11

3.13

418.82

3.14

364.72

3.04

（三）与公司业务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１、固定资产的现状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信资评报字（2000）第 146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本公司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运
输设备等。截止 200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的固定资产帐面净值为 8161.14 万元，
固定资产评估价值为 8241.99 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调整后帐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减率(%)

房屋建筑物

3520.04

3467.89

-52.15

-1.48

机器设备

3421.12

3554.11

132.99

3.89

在建工程

1219.99

1219.99

合

8161.14

8241.99

80.85

0.99

计

本公司拥有 9 台造纸机，9 个蒸球，以及配套的复卷机、压光机、切纸机、
洗浆机、抓草机、切草机等生产机器设备共计 1097 台（套）；有各种运输设备
9 辆；有框架结构房屋共 15 栋，砖混结构房屋 44 栋，砖结构房屋 1 栋，以上房
屋主要是厂房、办公楼；草料堆放场 2 个。公司上述固定资产主要位于公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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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即新疆石河子市西三路；公司分公司天宏商贸城位于新疆石河子市北小区；
其余还有北京、上海、深圳三个控股子公司及 7 个经销分公司分布于北京、上
海、深圳、南京等地。
２、主要经营性房产取得和占有的情况
股份公司拥有房产面积为 ６６２０６.82Ｍ２ ，系由主发起人以自建方式取得并在
股份公司的设立中作价投入。
３、主要固定资产的改造、更新情况
为增强企业竞争能力，适应市场需要，本公司于 1992 年自筹资金 2400 万元
进行 2 号长网机技术改造，项目主要内容是新增一条 1760/200 长网多缸薄页纸
机生产线。该项目于 1993 年建成投产，以生产中高档双胶纸、静电复印纸、胶
印书刊纸、计算机连续记录原纸、特号书写纸为主，使本公司的生产能力和产
品档次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４、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公司土地使用权通过租赁方式获得，共 3 宗。
公司生产用地 2 宗共计 281,685.85 平方米，新疆石河子造纸厂以出让方式
取得了土地使用权，本公司与造纸厂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采用租赁
方式有偿使用，年租金 169,011.51 元，每 5 年可由双方协商调整一次，宗地一
（石河子市 12 号小区）租赁期限为 48 年，宗地二（石河子市工 2 小区）租赁
期限为 50 年。农业用地一宗共计 33,266,666 平方米，本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土地管理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采用租赁方式有偿使用，年
租金 99001.6 元，每 3 年可由双方协商调整一次，租赁期为 30 年。
（２）商标使用权
本公司目前使用“博雪 ”、“博峰”牌商标，商标注册编号为 1027688（博
峰）、302367（博雪图形）、607527（博雪文字）。
本公司成立时，与造纸厂签订了《注册商标转让合同》。根据该合同“博雪”
图文及“博峰”牌商标已由造纸厂无偿转让给本公司。
（四）关键生产设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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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隶属于轻工业造纸行业，系生产型企业，因而机器设备大多为造纸机
械，其中造纸用专用机械设备 ５５７ 台（套），通用机械加工设备 １１３ 台（套）；
其余均为低压电器、试验和检验设备 ４２７ 台（套）；电子电器、办公设备 ３４ 台，
运输设备 ９ 辆。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公司机器设备调整后帐面原值为 ６８，９７７，０５６．５６ 元，净
值 ３４，２１１，１５２．０９ 元。
１、主要设备
主要设备按照生产工艺和产品流程分为造纸用主要设备、制浆用主要设备
和通用设备。造纸用主要设备包括 ９ 台造纸机和辅助用的复卷机、压光机、切
纸机等配套设备。制浆用主要设备包括切草机、抓草机、蒸球和洗浆机及配套
设备。通用设备系满足公司造纸设备的维修、小型技术改造而购置的机床设备，
具体有普通机床、牛头刨床、平面、外园磨床、立式、卧式铣床等。
２、关键设备的重置成本、成新率
设备名称
造纸用关键设备
９＃造纸机
８＃造纸机
６＃ＺＷ６ 长网造纸机
７＃ＺＷ２４ 长网造纸机
２＃、３＃、４＃、５＃造纸机（共 ４ 台 ）
１＃造纸机
小计
制浆用关键设备
刀辊切草机
新漂溶解切草设备
ＺＬ３０Ｄ 抓草机
ＺＬ５０Ｄ 抓草机
１＃、２＃、３＃、４＃蒸球（共 ４ 台）
５＃蒸球
６＃、７＃蒸球（共 ２ 台）
带式洗浆机
真空洗浆机（３ 台）
小计
合计

单位

重置成本（万元）

成新率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１８３
１８３
４６７
５０６
３６４
７２
１７７５

８０％
８０％
５０％
５０％
２０％
２０％
－

台
台
辆
辆
台
台
台
台
台

１９
１３
６０
３０
１００
２６
３８
４４
８５
４１５
２１９０

７８％
４５％
６０％
８０
１５％
７７％
５８％
８３％
９５％
－
－

注：上述关键设备的重置成本及成新率数据取自于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以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３、主要关键设备的技术水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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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公司主要设备的技术水平状况如下：
（１）造纸机：８＃－９＃造纸机系公司较先进的造纸设备，于 １９９８ 年购置，技
术先进性属中上；６＃机的各项安装精度及试运转情况符合轻工业部颁标准；７＃
长网造纸机系在 １９９９ 年底进行了中修，能满足不同的生产需求。１＃－５＃造纸机
是该公司的基本造纸设备，虽购置时间较早，但经过技术改造后业能满足生产
需要。
（２） 洗浆机：系公司 １９９６ 年－１９９８ 年购置，技术水平属中上，运行情况
正常。
（３）蒸球：９ 台蒸球设备公司每年进行一次中修，５＃－７＃蒸球的设备完好，
技术成新度较高。
（五）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及成本构成
１、主要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应
公司生产纸产品的主要原料为芦苇、棉短绒、芨芨草等，按目前公司生产
规模，年需芦苇等原料 8 万吨。本公司地处新疆，是我国棉花的主产区之一，
芦苇、棉短绒资源丰富，足可保证生产。
本公司耗用的自然资源主要为水，每年用水量达 800 万吨。由于本公司地
处天山北麓，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可解决取水问题。为此，本公司已办理了
编号为取水（许可）字（1999）第 027 号、取水（许可）字（2000）第 28 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２、主要产品的成本构成
2000 年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
产品名称
1、直接材料（元）
2、燃料动力（元）
3、直接工资（元）
4、制造费用（元）
成本合计（元）
主要消耗指标
1、吨纸耗浆量（吨）
2、吨纸耗水量（立方米）
3、吨纸耗电量（度）
4、吨纸耗汽量（百万千焦）

苇浆
1875.00
323.00
101.00
115.00
2414.00

棉浆
2950.00
380.00
102.00
115.00
3547.00

书写纸
2495.00
350.00
178.00
180.00
3203.00

胶印书刊纸
2592.00
608.00
330.00
225.00
3755.00

双胶纸
2705.00
475.00
268.00
485.00
3933.00

130.00
255.00
11.00

70.00
620.00
7.20

965.00
92.00
505.00
7.80

925.00
116.00
848.00
11.00

918.00
92.00
800.00
12.00

（六）本公司对人身、环境保护所采取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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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浆造纸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水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因此本公司十分重视环保工作，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投
入了大量的资金，加大环保工程的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本公司控股股东
石河子造纸厂 1992 年由国家环境保护局授予全国环保先进企业称号，2000 年 10
月 3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保局对本公司进行了验收，并向本公司颁发了《工
业企业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验收合格证》，本公司工业废水目前实现了达标排
放。
同时，本公司生产的纸制品具有易燃的特性，为保障职工生产的安全性，
公司也制订了一系列安全防范措施：①重视安全生产，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的方针，实行责任制；②坚持“三级”安全教育和转岗培训制度，提高
职工安全素质，避免事故的发生；③加大安全检查考核力度，发现隐患立即整
改，杜绝违章操作、违章指挥的现象发生；④加强消防安全管理，重点部位定
期检查，原料场进出车辆、人员严格盘查，作业机械认真检查，不留任何隐患。
（七）主要产品的质量控制情况
１、本公司执行的产品标准
（1） 书写纸质量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GB/12654－1990》
（2） 双胶纸质量达到或超过国家轻工业部标准《QB/T1012－1991》
（3） 胶印书刊纸达到或超过国家轻工业部标准《QB/T1211－1991》
２、质量控制标准
本公司执行 ISO9000 族标准，并于 2000 年 11 月 14 日通过中国轻工质量认
证中心的 ISO9002 质量认证，获颁认证证书，证书号为 300B0161。
３、质量控制措施
公司在主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控制上，全面推行了 ISO9002 标准，建立了
一整套质量保证运行体系：①编制质量保证手册，制定了现行适用的质量方针，
质量目标确定所选用的程序文件、组织机构，制定了各类人员的质量职责；②
编制程序文件 ２１ 个，理顺了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各个环节各项活动之间的接
口；③编制各类质量体系文件 ９０ 余种，使各项质量活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④建立与完善质量记录 １８０ 余种，作为质量体系运行的见证，贯彻于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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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全过程，完整地反映质量体系的运行状况和产品质量状况；⑤对用户提
出的意见及时返馈到生产系统立即改进。
４、关于产品质量纠纷
本公司严把质量关，对各种合同进行全面评审。对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咨询，积极与用
户沟通，妥善处理产品质量纠纷。公司成立至今，未发生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受
到国家技术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的处罚。
（八）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１、近三年前五名主要供应商合计的采购额及占年度采购额的比例
主要供应商

供货品种

2000 年
采购额 占年度采购

1999 年

1998 年

（万
元）

额比例

（万元）

占年度采
购 额比例

（万元）

占年度采购
额比例

烧碱

901

11.61%

969

12.16%

1150

16.28%

漂液

102

1.32%

169

2.12%

248

3.51%

新疆轻工供销总公司

木浆

102

1.31%

110

1.38%

189

2.67%

石河子祥和公司

松香

190

2.45%

126

1.58%

203

2.87%

石河子供电公司

电

1121

14.44%

952

11.95%

1207

17.07%

石河子热电厂

汽

731

9.41%

643

8.07%

840

11.88%

石河子化工厂

采购额

采购额

２、近三年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例
主要客户
新疆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销售额
占年度销
（万
售额比例
元）
1790
12.16%

1999 年
销售额
占年度
（万
销售额
元）
比例
1096
8.20%

1998 年
销售额
占年度销
（万
售额比例
元）
668
5.58%

新疆出版印刷集团

891

6.05%

282

2.11%

179

1.49%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

290

1.97%

177

1.32%

165

1.38%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

194

1.32%

156

1.17%

136

1.13%

阿克苏飞达印刷厂

163

1.11%

133

1.00%

110

0.92%

（九）公司与前五大供应商、前五大客户的关联情况
在本公司前五大供应商中，祥和公司是本公司主发起人的控股子公司，主
发起人持有祥和公司的 60%的股权。在其余四大供应商中，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或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占有任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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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司的前五大销售客户中，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出版印刷集团是本
公司的非控股股东，现分别持有本公司 2.63%和 1.32%的股份。在其余三大客
户中，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或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未占有任何权益。

三、主要技术
（一）主要技术情况
１、造纸行业工艺技术情况
造纸行业属于传统行业，其制浆和造纸技术已日臻成熟。目前，无论是国
际还是国内，制浆和造纸技术的发展主题是降低污染、提高制浆得率，减少气
体和水的排放，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生产。
制浆生产工艺，现广泛在世界造纸行业采用的是 Ahlstrom Kamyr 公司和
Kvoerner 公司开发的改良连续型和延深脱木素改良型连续蒸煮、等温蒸煮以及
快速置换加热法的间歇蒸煮等工艺和技术。随着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严格，在
90 年代中期推出氧脱木素，采用单段或两段反应槽使蒸煮后的浆木素含量进一
步降低 35%到 50%。这些技术的采用，使纸浆在漂白过程中尽量消耗更少的化
学品，最后使排放污水降到最低量。
造纸技术方面，先进性体现在纸机及其辅助设备的改进。夹网成形器、压
力流浆箱或全流流浆箱以及宽压区压榨纸机是目前先进的纸机设备代表。
我国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开发和研制了适应我国国
情的制浆造纸技术。在化学制浆方法上，碱法制浆占多数；漂白向多段漂发展，
木浆一般采用三段至五段漂白，草浆一般采用三段漂白。造纸的主流设备是中、
高速长网造纸机。
２、公司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积累和技术改进，也已掌握了本行业在国内较
为先进的制浆和造纸等主要技术。
（１）制浆技术
公司制浆使用脉冲带式除尘系统，采用间歇式蒸煮（NaOH-AQ）工艺技术，
漂白采取（CEPH）多段漂白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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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纸技术
公司造纸对木浆、棉浆、草浆采用Φ450 盘磨连续打浆、四辊两压复合压
榨、长网成型、表面施胶、水分定量自动控制、变频调速和超级压光技术，设
备以国内先进的 ZW6 型、ZW24 型 1760/200 两台长网多缸造纸机为主。
以上这两方面技术系国家行业系统推荐、通用、成熟的无风险技术，其技
术在国内属 90 年代初水平。
３、公司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本公司生产所用的技术均为国内外成熟生产技术，产品均处于大批量生产
阶段。
（二）公司现有生产系统和拟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
１、公司主导产品、主要业务的技术水平
公司主导产品胶版印刷纸、静电复印纸、胶印书刊纸、书写纸等采用的生
产工艺为国内成熟的技术。
２、采用的新工艺和新技术
（1）白水回收利用技术
公司在多年的生产实践的基础上，针对造纸行业对水的耗费量较大的特性，
利用自身科研力量，采用了白水回收利用的新技术，节约了纤维填料和水资源。
（2）废浆回收技术
制浆造纸企业纸浆的流失是一个普遍问题，不仅浪费资源，而且污染环境。
本公司采用废浆回收技术，即在废水排放渠上用斜筛法回收废水中流失的纤维，
并利用回收纤维和部分的旧纸箱生产纸板。该技术的运用既降低了对环境的污
染，又节约了原料，增加了效益。实践证明该技术的日处理废水能力达 7200 立
方米。该技术于 1991 年荣获兵团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３、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以下四个项目：年产 1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野
生芨芨草开发种植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年产 1.5 万吨漂白棉浆项目；年产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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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微量涂布纸项目
（1）年产 1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
该项目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热合干法造纸工艺，并全套引进国际上 90 年代先
进生产技术和设备，产品质量将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从而替代进口产品。干法
造纸工艺所生产的产品即无尘纸，是高科技产品，其生产工艺与传统的造纸工
艺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制造过程用空气代替水作为分散、输送纤维的介质，
在成形时不是脱水而是抽吸空气，使纤维在成形网上形成纸幅；其二，纤维之
间的结合不是靠氢键结合，而是靠高分子粘合剂或热熔性纤维本身加热、熔融
结合。该工艺最大限度降低或消除能源密集的干燥阶段，消除湿法造纸中废水
排放和水循环造成的问题，解决造纸工序中的水污染问题。
（2）野生芨芨草开发种植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该项目的建设是公司进行原料结构调整、提高产品质量、发挥资源优势的
基础。开发种植野生芨芨草并替代制浆原料中的木材纤维，是公司经过多年来
艰苦实践探索得到的解决制约造纸行业发展的原料“瓶颈”的途径之一。公司
将芨芨草作为草类造纸原料属国内首创，经过小试、中试，并于 1999 年 9 月通
过了由兵团科委主持、邀请自治区及兵团有关专家对该项目的鉴定。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的项目是进行大面积栽培，在通过小试和中试的基础上，将该技术进
行推广和应用。
（3）年产 1.5 万吨漂白棉浆项目
该项目是年产 1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的配套项目，项目工艺采用国内通用
的烧碱蒸煮法、次氯酸盐单段漂白制浆法，产品主要满足本公司无尘纸的生产，
部分产品对外销售。
（4）年产 6000 吨微量涂布纸项目
本工程是技术改造项目，即在公司 1#长网造纸机的基础上，将斜列试胶辊
改为低定量门辊涂布机，普通压光机改为软辊压光机，利用原 1#长网纸机供浆
系统，使用机内涂布及整饰设备，在 1#长网纸机上一次抄出微量涂布纸。机内
涂布、热风干燥等拟采用国内先进设备；软辊压光机拟引进国外设备。该项目
的技术和设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建成也将填补新疆地区无微量涂布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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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空白。
（三）研究与开发
１、研究开发机构的设置及研究人员的构成
公司设置技术开发中心进行研究开发，该中心经新疆唯吾尔自治区认定为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按照造纸的技术工艺和生产流程，技术中心设立了制浆、
造纸、设备三个技术小组，主要从事新产品、新原料、新技术开发，新工艺推
广应用，公司的技术改造及新扩建项目等。
技术中心采取专职、兼职相结合的办法，专职研发人员有 6 人，兼职 16 人；
技术中心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者 4 人，中级职称者 10 人，初级职称者 8 人，研
究开发费用约为销售收入的 2%。
２、已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
（1）野生造纸原料芨芨草的开发应用项目
该项目是国家重点项目，兵团 97 星火计划项目，属国内首创。1999 年 9
月由兵团科委主持，邀请自治区及兵团有关专家对该项目进行鉴定，并获一致
通过。鉴定结论认为：A、该项目针对造纸原料紧缺，新疆干旱缺水，发展芦
苇作造纸原料困难，选择耐干旱、耐盐碱、生命力强的芨芨草作为造纸原料，
选题正确，符合国家产业方向。B、通过造纸小试、中试，芨芨草作为草类造
纸原料，具有纸张质量好、成本低、消耗少、污染轻等特点。C、试验研究全
面完成了预期目标，资料详实，结论可靠，整体研究水平达国内先进，大面积
栽培技术达国内领先水平。专家们认为，芨芨草不仅是优质造纸原料，而且具
有抗干旱、耐盐碱等特点，能充分利用荒漠盐碱地和弃耕地，进行大面积种植，
增加绿色覆盖率，防止荒漠化，发展农区畜牧业，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利用
芨芨草作为造纸原料，可以解决原料短缺，减少木浆进口，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该项目已通过国家经贸委的验收，并荣获 1999 年度石河子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
（2）钢纸原纸产品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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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纸原纸是具有一定吸水能力和较高物理强度的特种纸，专供化学加工生
产各种钢纸之用。利用新疆丰富的棉短绒资源，本公司开发该产品，为新疆特
种工业用纸提供原纸，填补了自治区该项产品的空白。该项目荣获自治区轻工
业科技进步三等奖。
３、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的投资项目、技术改造、产品更新情况
本公司计划进行建设的项目包括已在本招股说明书“募股资金运用”中披露
的 4 个项目。除此之外，本公司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的主要投资项目还有：
（1）东泉农场：随着公司的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为满足公司对优质
造纸原料日益增长的需求，防止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保护天然芦苇，
同时也为了绿化山川，公司租赁了 4 万亩的盐碱荒地进行野生芨芨草的种植，
现已进行试种，并已获得成功，芨芨草生长正常，即将进入收获期；该项目计
划投资 1000 万元，已投资 1128 万元，超计划投资 128 万元，完成项目进度的
95%。
（2）棉浆工程：以棉花的副产品棉短绒加工的棉浆不仅可以部分取代木浆
生产高质量的文化、生活用纸，而且生产棉浆所产生的废水比草浆废水的污染
量小，便于进行污水治理，有利于环境保护；本公司地处新疆，是我国棉花的
主产地，棉短绒资源丰富，具有生产棉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到目前为止，
该项目已试生产漂白棉浆 200 吨，主要用以生产钢纸原纸及配抄双胶纸和静电
复印纸；该项目计划投资 617 万元，已投资 499 万元，完成项目进度的 75%。
（3）第二原料场：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原料需求量逐渐增加，现有
的原料场已不能满足需求，为解决原料堆放问题，公司新建了 140 亩地的第二
原料场，可堆放原料 15000 吨，解决了原料的贮存问题。该项目计划投资 150
万元，已完成投资 162.6 万元，超计划投资 12.6 万元，完成项目进度的 99%。
（4）制漂工程：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漂白浆产量增加，漂液需求量
增加，外购漂液不能完全满足公司生产的需求，为保证生产的连续性，本公司
筹资建设制漂工程，生产部分漂白液；该工程计划投资 250 万元，已完成投资
140 万元，完成项目进度的 55%。
（5）电脑纸改造：该项目主要引进先进的程控切纸机，提高平板电脑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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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以满足用户使用的要求，同时采用浓度流量控制仪和较先进的流浆箱，
以提高原纸质量。目前，该项目除流浆箱之外，其余均于 6 月投入生产，至今
共切原纸约 500 吨，因原纸质量提高，裁切精度提高，每吨纸售价可提高 300
元。该项目计划投资 520 万元，已完成投资 178.7 万元，完成项目进度的 20%。
（6）固化燃烧法处理 75 吨浆黑液/日项目：该项目采用固化燃烧法处理制
浆过程产生的黑液，该技术经专家论证和使用单位运转证明，是解决制浆黑液
污染的一种有效方法，技术可行。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减少黑液排放量约
25.5 万吨，削减 COD 排放量约 2.5 万吨，大大减轻了 COD 的污染负荷。结合
该项目与本公司的碱回收工程，可以解决公司新增生产规模产生的污染。该项
目已经石河子市环境保护局以石环字（2000）025 号文批准立项，预计于 2001
年二季度建成投产。
（四）技术创新机制
为提高公司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公司制定了以下措施：①推行新研究项
目承包开发机制；②引进激励机制，实行分配与工效挂钩，按照效益优先，兼
顾公平的原则，做到按责领薪，按劳付酬，按利分配，流动管理。项目组实行
定人员、定目标、定进度、定经费、定奖惩；③引进竞争机制，实行科研课题
人员聘用制；④加强同科研院所的“产、学、研”联合；⑤加强企业的人才培
养工程；⑥扩大引进国内外智力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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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一）关于同业竞争
公司主要发起人造纸厂已将与造纸有关的生产经营性资产及辅助经营性资
产纳入股份公司，客户等经营资源、技术人员、生产工人及有关技术也均移交
给股份公司，主营业务转变为投资办企业、化工产品产销、房地产开发等，在
本公司设立后未从事与本公司同一或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本公司的另外四家
股东也没有经营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因此，发行人与股东之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主要发起人造纸厂控股的三家子公司新疆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
石河子市天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天宏涌泰经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
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二）控股股东、董事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控股股东及董事的承诺
控股股东石河子造纸厂已为本公司出具《不予竞争承诺书》：在其作为最大
及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股份公司期间，造纸厂及其除股份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
子公司/子企业（其他控股子公司/子企业）将不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类似的生
产、经营业务，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
的业务竞争；造纸厂并保证将促使造纸厂的其他子公司/子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本公司全体董事作出承诺：本人将不利用职权从事任何与发行人相竞争的
业务或作出任何明知对发行人经营或管理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并保证在本人
自身利益同发行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将以发行人及其股东利益为重。
２、控股股东及董事的承诺执行情况
自本公司成立以来，主要发起人新疆石河子造纸厂严格履行放弃同业竞争
的承诺，其生产经营与本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制浆、造纸及其制品的生产经营
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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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律师对避免同业竞争的核查验证
发行人律师认为：根据《发起人协议书》并经合理查验，石河子造纸厂作
为主发起人已将其与造纸、纸制品及纸料加工、机械加工、印刷物资销售、原
材料开发及商贸市场管理相关的生产经营性资产（包括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物
等）作为出资投入了发行人，目前其主要业务及产品与发行人的主要业务及产
品属不同类型，其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经合理查验主发起人下属子公司
持有之营业执照，该等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类型不同于发行人。
除主发起人外，发行人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对发行人的控制关系，因此亦不
存在其利用对发行人的控制关系与发行人进行业务竞争的可能性。
（四）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避免同业竞争措施有效性的意见
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中，遵循了整体改制的原则和避免同业
竞争的要求，与造纸厂进行了严格的业务划分，二者之间不存在相同及相似业
务。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1]41 号文规定的范围，本公司目前的关联方及
关联关系如下：
（一）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１、本公司股东为公司的关联企业，包括：
（1）新疆石河子造纸厂
（2）新疆教育出版社
（3）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
（5）新疆石河子白杨酒厂
２、其他关联企业
（1）本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a、北京博天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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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上海博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c、深圳市新石纸业有限公司
（2）本公司主发起人控股的子公司
a、新疆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
b、石河子市天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c、石河子市天宏涌泰经贸有限公司

三、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１、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单位：万元
科目

关联方余额

所占比例

关联方

应收帐款

2000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帐面余额
6,534.3

253.2

3.87%

新疆教育出版社

应收帐款

6,534.3

137.3

2.10%

应收帐款

6,534.3

10.0

0.15%

新疆出版印刷集
团公司
新疆建设兵团印
刷厂

本公司对关联方的应收帐款余额占帐面余额总数的比例较小，因此，关联
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影响有限。
２、关联交易对发行人经营成果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2000 年 1-12 月
14,730.4
10,784.8

关联交易金额
2,782.7
911.95

所占比例
18.89%
8.46%

由于股份公司的 5 家股东中有三家是新疆地区的大型专业印刷企业，是本
公司的客户，因此，关联交易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大。
本公司在关联交易中产生的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大，但是由于本
公司对关联方的应收帐款余额占帐面余额总数的比例较小，说明关联交易方货
款返回及时，拖欠本公司货款现象较少。
（二）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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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第一大股东新疆石河子造纸厂存在以下关联交易：本公司向造纸
厂租赁部分土地使用权；造纸厂为本公司提供倒班宿舍、汽车运输、职工食堂、
澡堂、职工医院等后勤保障服务；本公司为造纸厂提供用水、用电、用汽服务。
为此，本公司与造纸厂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综合服务合同》、
《纸
制品供应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
本公司向造纸厂之控股子公司新疆祥和化工有限公司购买化工产品，为此
本公司与新疆祥和化工有限公司签定了《化工产品供应协议》。本公司向股东新
疆教育出版社、新疆出版印刷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销售纸制品，为
此本公司与上述三家股东分别签定了《纸制品供应协议》。
上述关联交易合同均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规履行了相关
的法律手续。
１、土地租赁
（1） 定价原则
2000 年 7 月 12 日，公司与造纸厂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以租赁
方式有偿使用 2 宗生产用地共计 281,685.85 平方米，年租金 169,011.51 元人民
币，宗地一（石河子市 12 号小区）租赁期限为 48 年，宗地二（石河子市工 2
小区）租赁期限为 50 年。租金每五年可由双方协商调整一次，调整幅度依照物
价上涨指数等因素由双方商定。
(2)交易金额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发生的土地租赁费为 169,011.51 元。
２、房屋租赁
（1）定价原则
1999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与造纸厂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
造纸厂向本公司租用办公楼第 3 层作为造纸厂之办公场所，总建筑面积 601.29
平方米，房屋租赁期为 10 年，租金为 1.32 元／平方米·月。
（2）交易金额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发生的房屋租赁费为 9,524.43 元。
３、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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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价原则
1999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与造纸厂签订了《综合服务合同》，由造纸厂向
本公司有偿提供倒班宿舍、汽车租赁、幼儿园教育等服务，公司将依据其提供
的服务及服务质量，按照市场价格定期向其支付服务费用。
（2）交易金额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发生的综合服务费为 2,706,764.97 元。
４、化工产品购买
（1）定价原则
1999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与新疆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化工
产品供应协议》，协议规定新疆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保证供应本公司订单所
列数量、质量之化工产品，价格不高于该公司向任何独立第三方供应该等化工
产品的当时市场价，若无市场价，则双方协议定价。结算时以实际供应量和实
际发生的费用进行结算。
(2) 交易金额
2000 年，本公司向新疆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购买化工产品 1,888,402.50
元。
５、工程承建
本公司的天宏商贸城由石河子市天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建，商贸城于
1998 年动工建设，2000 年竣工，2000 年本公司共计向该公司支付工程建设款
4,345,933.75 元。
６、纸制品的关联交易
（1）定价原则
1999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与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造纸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印刷厂签订《纸制品供应协议》；2000 年 8 月 20 日本公司与新疆教育
出版社签订《纸制品供应协议》；协议规定本公司于每一季度开始前的十五日前
向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造纸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新疆教育出版社
分别提供订单所列纸制品，价格不高于本公司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该等纸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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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若无市场价，则双方协议定价。结算时以实际供应量和实际发生的费用
进行结算。
（2） 交易金额
2000 年，向新疆教育出版社共计销售纸制品 17,908,859.23 元，占销货总额的
12.16%；2000 年，向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共计销售纸制品 8,910,914.90 元，占销货
总额的 6.05%；2000 年，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共计销售纸制品 685,868.58 元，
占销货总额的 0.47%；2000 年，向新疆石河子造纸厂共计销售纸制品 322,436.41 元，
占销货总额的 0.22%。

四、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一）公司章程对规范关联交易的安排
股份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
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如有特殊情况关联
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权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
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出详细说明。
董事个人或者其所任职的其他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与公司已有的或者计划中
的合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聘任合同除外），不论有关事项在一般情况
下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程
度。
除非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按照本条前款的要求向董事会作了披露，并且董事
会在不将其计入法定人数，该董事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项，公司
有权撤销该合同、交易或者安排，但在对方是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除外。
作为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可以出席董事会，但在对有关关联事项的表决程
序中不应当投票，有关关联事项的决议由其他非关联董事或者其有表决权的代
表按程序表决。
（二）发行人减少关联交易的其它安排
１、本公司股东没有通过保留采购、销售机构和垄断业务渠道等方式干预本
公司业务经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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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公司拥有独立的产、供、销系统，产品销售不依赖股东单位及其下属
企业。
３、专为或主要为本公司服务的实体或辅助设施在改制时已纳入本公司。
４、对既为本公司服务，也为股东服务的供水、供电、供暖等设施，本公司
与股东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其交易和定价是公平的。

五、发行人律师、主承销商的意见
（一）发行人关于关联交易公允性的说明
股份公司在处理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时，遵循《公司章程》对关联
交易决策权利与程序的规定，关联股东在审议时执行回避制度。关联交易的定
价是以本公司利润最大化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为基本点，在政府物价政策指引
下，遵循市场规律，以公正、公平、公开为原则确定公允价格。
（二）发行人律师、主承销商的意见
１、本公司律师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对关联交易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未发现上述合同或/和协议所列之交易条件对交易之任何一方显失
公平，亦未发现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除关联股东以外其他股东利益的内容。
２、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关联交易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发表意见：
本公司认为，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处理关联交易时，遵循《公司
章程》对关联交易决策权利与程序的规定，关联股东在审议时执行回避制度，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关联交易的定价是以本公司利润最大
化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为基本点，在政府物价政策指引下，遵循市场规律，以
公正、公平、公开为原则确定公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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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一）董事
李国民先生：现年 58 岁，中专学历。曾任农八师 141 团参谋，石河子造纸
厂车间副主任、人武部副部长、劳人科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等职务。
当选为石河子市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人大代表，石河子市第五届、
第六届人大常委。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王玉柱先生：现年 48 岁，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石河子造纸厂生产
科技术员、制浆车间副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副厂长、厂长、党委书记等职
务。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石河子造纸厂党委书记。
赵云忠先生，现年 44 岁，大专学历，政工师。曾任石河子造纸厂造纸车间
副主任、圆网车间书记、供销经贸公司书记、经理，石河子造纸厂党委副书记，
石河子织染厂副厂长，石河子造纸厂副厂长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卫志江先生，现年 50 岁，大专学历。曾任石河子造纸厂造纸车间主任、生
产科副科长兼造纸车间主任、分厂厂长、厂长助理、副厂长等职务。现任本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王波先生，现年 35 岁，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石河子造纸厂制浆车
间技术员、主任、分厂副厂长、分厂厂长、副厂长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王巧玲女士，现年 41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石河子造纸厂
组织科干事、加工分厂书记兼厂长、政工处副主任、主任、厂工会主席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余盟甫先生，现年 55 岁，中专学历，工程师。曾任石河子造纸厂基建队副
队长、队长、厂长助理、副厂长等职务。现任石河子造纸厂副厂长，本公司董
事。
范聪卓先生，现年 37 岁，硕士研究生，讲师。曾任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
处任秘书、新疆教育出版社书记、副社长等职务。现任新疆教育出版社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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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
曹彦先生，现年 37 岁，大专学历，会计师。曾任新疆新华印刷二厂铅印车
间主任、厂长助理兼计财科科长、生产经营部主任，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财
务部主任、印刷物资分公司经理、总经办主任、纸张分公司经理等职务。现任
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二）监事
王志国先生，现年 48 岁，大专学历，政工师。曾任石河子汽车配件公司办
公室副主任、主任，交通部电视中专新疆石河子分校办公室主任、分校校长、
校长兼书记，石河子汽车运输公司党委书记，石河子造纸厂纪委书记等职务。
现任石河子造纸厂纪委书记，本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鲍建章先生，现年 41 岁，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曾任新疆石河子白杨酒
厂车间副主任、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现任新
疆石河子白杨酒厂厂长、党委副书记，本公司监事。
谢英女士，现年 44 岁，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曾任兵团印刷厂财务科科
长。现任兵团印刷厂财务科科长，本公司监事。
李新华女士，现年 51 岁，大专学历，政工师。曾任石河子造纸厂中学主任、
书记，石河子造纸厂政工处主任等职务。现任石河子造纸厂政工处主任，本公
司监事。
寇志春先生，现年 52 岁，中专学历，政工师。曾任石河子造纸厂车间主任、
连长、分厂书记、机关书记、保卫科书记、群工处主任等职务。现任石河子造
纸厂群工处主任，本公司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陈仁玉先生，现年 58 岁，中专学历，会计师。曾任新疆石河子造纸厂财务
科副科长、科长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本公司所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定协议安排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报酬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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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国民
王玉柱
赵云忠
卫志江
王波
王巧玲
余盟甫
范聪卓
曹彦
王志国
鲍建章
谢英
李新华
寇志春
陈仁玉

２０００年年薪（人民币元）
５８，５７８．４２
５７，５６７．５０
４６，７６１．６６
４７，４１２．９４
４６，４２７．０７
４６，９６２．００
４７，９７１．６５
３７，１２６．８０
２８，８３９．１４
４６，９２８．４０
５８，３０２．００
１３，６８０．００
１３，４６１．１５
１２，８１７．８２
１４，８９０．０７

备注
不在本公司领薪

不在本公司领薪
不在本公司领薪
不在本公司领薪
不在本公司领薪
不在本公司领薪
不在本公司领薪

（二）高级管理人员的聘用合同
高级管理人员签有《劳动合同》和《商业秘密保密协议》，对上述人士的诚
信义务，特别是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各方面的保密义务作了详细规定。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及关联企业股份情
况
经合理查验，本次发行前，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以个人
名义或授权他人或指示他人代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上述人员的配偶或未满 18 岁
的子女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上述人员没有通过其或其近亲属能够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上述人员没有持有本公司关联企业的股份。

四、发行人声明
在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担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在股东
单位或股东控制的单位担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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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公司治理结构

本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
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章程》，选举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
员；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了 １９９９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６ 召开 ２０００
年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的要求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章程（草案）》。
本公司先后对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权和议事规则及发挥作用的
制度等进行了具体规定，初步建立了符合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要
求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成立以来，上述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规范运作，未出现违法违规现象，功能不断得到完善。

一、关于公司股东、股东大会
公司股东为依法持有公司股份的人，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主要
享有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参加或者委派
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议、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
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包括公司章程、本人持股资料、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等）；
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等权利；
同时，公司股东必须遵守《公司章程》、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
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股东不得退股。
《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并依法行使决定公司的经营方
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选举和更换由股
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修改公司章
程等《公司法》所规定的权利。
《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议事方式是会议制，股东大会对所议事项采用记
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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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
议，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每一
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应当至少有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参加清点，并由清
点人代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决定股东大会的决议是
否通过，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本公司成立以后，已召开了 ３ 次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的订立和修改、
公司财务预算、利润分配、公开发行股票的授权、募集资金投向、董事会和监
事会成员的选举等作出了有效决议。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目前无独
立董事。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为自然人，董事无需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法》
第 ５７ 条、第 ５８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
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
除其职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履行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
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公
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方案等《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职权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投资、资
产抵押及其他担保事项。
《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制订董事会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的工作效率
和科学决策；董事会应当确定其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权限，建立严
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
开十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
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
５－１－80

数通过；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书面投票表决；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董事
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
法规或章程，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
证明在表决时曾表示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三、关于公司监事会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５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２ 人；设监事
会召集人 １ 名；监事会召集人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该召集人指定 １ 名监事代行
其职权。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第 ５７ 条、第 ５８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不得担任公司的监事；董事、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监事每届任期三年；股东担任的监
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职工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或更换，
监事连选可以连任。
监事会有权检查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有权核查帐薄、文件及有关
资料；对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
者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
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股东大会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报告。监
事会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列席董事会会议并享有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
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会行使职权时，必要时可以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性
机构给予帮助，由此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监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应当在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书面送
达全体监事；监事会的议事方式为不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监事会的表决程序
为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对各议案进行逐项表决；监事会的决议，应当经过半数
监事会人数表决通过。

四、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考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一个持续、稳定的经营公司，离不开团结、高效的经营班子，离不开充满
活力、富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本公司非常重视人本管理，建立了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的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公司基于长远发展的需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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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考评、激励和约束机制。
选择机制：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和《公司章程》规定，遵循“德、才、智、
体”的原则选择聘任，任期一般为三年。本公司选聘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有外部
招聘与内部选拔两种方式。
考评机制：由公司董事会按年度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和履职情况进
行考评，考评结果作为高管人员调薪、晋升、调动、辞退的主要依据。以实现
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
激励机制：本公司报酬制度实行年薪制。每年初经公司董事会下达各高级
管理人员全年工作指标及年薪基数，并签订目标责任书，年末由企管部核定指
标完成情况给每位高管人员打分（满分 100），得分报总经理审批后除以 100 分
即为实际得分数。实际得分数乘以年初所定年薪基数为实际所得年薪数。通过
实行年薪制，充分发挥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公司拟在适当时候依法合
规引入期权制度，更好地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发展结
合起来。
约束机制：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财务人事等内部管理制度规定以及与高
级管理人员的《聘用合同》、《商业秘密保密协议》，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行为、
权限、职责等作了相应的约束。具体内容请参见本章“ 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
的诚信义务”。

五、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诚信义务的限制性规定
１、董事、监事诚信义务的限制性规定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具体规定了董事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冲突时，应
当以公司和股东的最大利益为行为准则，并保证：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利；
未经股东大会批准，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为
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业务或者从事损害
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
财产；不得挪用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与他人；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
他人侵占或者接受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未经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批
准，不得接受与公司交易有关的佣金；不得将公司资金以个人名义或者以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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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开立帐户存储；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他人债务提供担保；
不得泄漏在其任职期间获得的有关公司的商业机密信息，但在法律规定、公众
利益要求或该董事本身的利益有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或者政府主管部门
披露该信息。
《公司章程》规定董事应当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利，以
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商
业活动不得超越核定的经营范围；公平对待所有股东；认真阅读公司的各项商
务、财务报告，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状况；自主行使被赋予的管理决策权，
不得受他人操纵；在非法律、法规允许或者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批准，不
得将处置权委托他人；接受监事会对其履行职责的合法监督和合理建议。
未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董事会的合法授权，任何董事不得以个人名义
代表公司或者董事会行事。董事以个人名义行事时，在第三方会合理地认为该
董事在代表公司或者董事会行事的情况下，该董事应当事先声明其立场和身份。
董事个人或者其所任职的其他企业直接或间接与公司已有的或者计划中的
合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聘用合同除外），不论有关事项在一般情况下
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程度。除
非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按照上述要求向董事会作了披露，并且董事会在不将其计
入法定人数，该董事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项，公司有权撤消该合
同、交易或者安排，但在对方是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除外。
如果董事在公司首次考虑订立有关合同、交易、安排前以书面形式通知董
事会，声明由于通知所列内容，公司日后达成的合同、交易、安排与其有利益
关系，则在通知阐明的范围内，有关董事视为做了所规定的披露。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
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董事可以在任职期满以前提出辞职，但必须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时，该董事的辞职报告应
当在下任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缺额后方能生效。董事会应当尽快召集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以填补空缺。在股东大会未就董事选举作出决议以前，该
提出辞职的董事以及余任董事会的职权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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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提出辞职或或者任期届满，其对公司和股东赋有的义务在其辞职报告
尚未生效或者生效后的合理期间内，以及任期结束后的合理期间内并不当然解
除，其对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仍然有效，直至该秘密成为
公开信息。其义务的持续期间应当根据公平的原则决定，视事件的发生与离任
之间的长短，以及与公司的关系在何种情况和条件下结束而定。
任职尚未结束的董事，对因其擅自离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公司不以任何形式为董事纳税。
有关董事义务的规定，适用于公司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在任期届满以前可以提出辞职。有关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
经理与公司之间的聘用合同规定。
监事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诚信和勤勉义务。公司
总经理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诚信和勤勉的义务。
２、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履行诚信义务的限制性规定
公司与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签订《商业秘密保密协议》，《商业秘
密保密协议》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法律法规制定。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应当根据自己的工作岗位性质履行以下各项
保密义务：
（１）不得向外部人员泄露公司商业秘密；（２）不得不正当使用公司
商业秘密；
（３）经公司授权与外部单位、个人洽谈合作项目需要披露公司商业
秘密时，应当仅限于向与本项目有关的人员披露，知情人员的范围保持在最小，
并要求对方知情人员在保密协议备忘录上签字，承诺履行保密义务。对在合作
过程中知悉的我方商业秘密，无论合作是否成立，均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或不正
当化使用，否则须承担保密责任。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需要持有公司秘密文件必须经领导批准并在
指定部门登记；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离开公司时应交回个人持有的全
部公司秘密文件；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应妥善保管个人持有的公司秘
密文件，防止被他人非法或不正当地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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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保密义务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应该承担以下责任：（１）公
司责令归还秘密文件；（２）公司给予警告、记过、开除等行政处分；（３）造成
公司损失者扣发工资，工资不足以赔偿时，须另行向公司支付赔偿金；（４）违
反法律的，依法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

六、重大生产经营、重大投资及重要财务等决策程序与规则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公
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一）重大生产经营决策程序与规则
第一条：公司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制定和实施上的管理，可以有效地
指导企业的发展，并随时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及时发现、纠正问题。
第二条：年度经营计划由总经理主持有关部门和人员拟订。年度经营计划
拟订后，报公司董事会审议。
第三条：在年度生产经营计划中，应按照公司与各分公司、子公司的战略
发展要求，制定下一年度需要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并系统阐述具体的活动方
案、该活动的建议完成时间、该活动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活动所需要的资源、
以及该活动对整个公司发展带来的价值。
第四条：公司生产经营决策的事实依据包括企业的战略、企业的关键成功
因素、宏观经济动态、行业动态、市场动态、竞争对手动态、公司发展目标以
及前一年的生产经营决策及其完成情况。
第五条：下一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的拟订应于每年的十月份开始，于下一
年一月底前结束。
十月到十二月中，根据前三季度的实绩及对第四季度和下年度的预测，各
分公司、子公司制定本公司下一年度生产经营决策草案。
十二月中到下年一月初，公司与各分公司、子公司就经营决策进行沟通，
调整。
一月底结合年度经营业绩评审，完成公司总部及各分公司、子公司的年度
生产经营决策。
第六条：公司对生产经营决策的完成情况应有月分析、季调整的滚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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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每月的生产经营结果分析由企业管理部协调执行。企业管理部负责编写该
月份生产经营计划完成情况的分析报告。如发现有重大偏差，报总经理办公会。
每月三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扩大会议，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协调
各分公司、子公司共同对上一月内部生产经营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审核，如发
现经营上有问题，应与其一起找出问题原因以及解决方法，并督促问题的解决。
如发现客观条件与计划出现较大差异，则须对后期生产经营计划做适当调整。
因此，每月总经理办公会扩大会议后，应产生一份新的实绩和预测相结合的计
划，并将其与年度计划比较。
第七条：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年度财务计划应有紧密的衔接。年度财务计
划应建立在生产经营计划的基础上。在制定年度生产经营计划、考核年度经营
计划的完成情况时，财务部门应及时提供所需的财务数据及有关的情况。
第八条：本文件的修订由总经理主持有关部门进行并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二）本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
第一条：使用范围：公司总部、下属所有分公司、控股子公司。
第二条：定义：投资决策是针对公司的投资机会，从公司战略方向、项目
风险、投资回报率、公司自身能力与资源分配等方面加以评估，筛选出成功可
能性最大的项目并制定实施计划的活动。
第三条：基本规定：公司总部和下属控股公司所发现的投资机会都须首先
通报企业管理部。
第四条：下属各分公司、子公司上报企业管理部的投资机会，须通过此程
序批准。需通过此程序、规则批准的项目主要有四方面的特点：投资规模大、
风险大、投入周期长、回报慢，投资项目在公司内部存在协同效应等。投资项
目的性质主要有对现有业务扩展的投资和对新创业务的投资两类，对两类不同
性质的投资应采取不同的控制。在现有业务上进行扩展性投资的控制应相对宽
松于对新创业务的投资，因为新创业务关系到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公司需有较
严格的控制。
第五条：投资立项：企业管理部对各投资机会加以初步分析，从所投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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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行业成长性、竞争情况，该行业是否与公司长期战略相吻合等方面评估，
确定是否需要建立项目小组，制定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第六条：项目可行性报告：项目正式立项后，由企业管理部组织建立项目
小组，负责对项目进行进一步可行性分析。通过对以下方面的评估确定项目的
可行性：
1、相关政策法规是否对该业务已有或有潜在的限制
2、行业投资回报率（根据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和现有业务的综
合投资回报率设立一个投资回报率指标，用此指标对项目进行筛选）
3、公司能否获取与行业成功要素相应的关键能力
4、公司是否能筹集项目投资所需资源
如项目不可行，通报相关人员并解释原因，如可行则向总经理办公会递交
可行性分析报告。
第七条：项目计划书：项目小组确认项目的可行性以后，由总经理办公会
组织制定项目计划书，以供公司董事会决策参考并指导项目实施。项目计划书
的主要内容为：
1、项目的行业（市场规模、增长速度等）背景介绍
2、项目可行性分析
3、项目业务目标
4、业务战略和实施计划，可包括：行业进入方式、产品研发、市场营销、
销售战略等
5、财务分析
6、资源配置计划（财务、人员等）
7、项目执行主体
（即项目是通过公司本部还是子公司进行操作，主要从两方面考虑：
A 谁最具备实施该项目的能力；
B 公司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否有协同效应，通过不同主体进行操作是否在
资本市场上的回报不一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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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公司董事会的项目计划书应先由法律顾问审核，以避免法律风险
第八条：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总经理办公会提供的项目背景
资料和项目建议书的基础上对项目实施作出决议。
第九条：本文件的修订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
（三）发行人重要财务决策程序与规则
第一条：本程序与规则所指重要财务决策包括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
决定、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及决算方案的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
案的制定、发行公司债券的决议、聘用、解聘会计事务所作出决议。
第二条：重要财务决策程序与规则实施分级管理，由公司各层次根据所拥
有的权限参与决策：
1、公司财务部
（1）公司财务部在财务负责人的领导下，按照国家会计法规、制度的规定，
组织全公司的会计核算，认真办理会计核算业务，及时、准确、完整地记录、
计算、反映财务收支和经营活动情况，为公司提供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
会计信息；
（2）按期根据要求预测和综合分析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状况，为公司
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财务信息；
（3）草拟公司生产经营计划、投资融资计划与资产经营计划；
2、财务负责人
（1）向董事会提出公司融资、投资政策建议；
（2）协助总经理起草公司资产经营计划，制订公司所属分支机构资产管理
制度和考核办法并监督实施，推选各分支机构财务负责人；
（3）协助总经理起草公司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或弥补亏
损方案。
3、总经理
（1）拟订公司基本财务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2）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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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审批公司财务支出款项，对公司大额款项的调
度与大额费用支出与财务负责人实行联签制度；
（4）拟定公司职工工资方案及其福利奖惩。
4、董事长
（1）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2）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外签署合同或文件；
（4）根据董事会授权，申批和签发一定额度的公司财务支出拨项。
5、董事会
（1）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2）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
（3）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4）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5）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方案；
（6）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风险投资，资产抵押及其他担保
事项；
（7）决定公司内部财务机构的设置和财务管理制度；
（8）决定聘任或解聘公司财务负责人，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9）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6、股东大会
（1）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及决算方案；
（3）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4）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5）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6）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事务所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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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公司关于利用外部决策咨询力量的情况
公司在工艺、设备、研发、公司改制中一直比较重视利用外部专家的咨
询力量。
公司聘请行业专家以及高校教授开设造纸、法律、营销、管理等方面的
专题讲座，更新完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进一步提高了高级管理
人员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开拓市场的综合能力。
在公司改制过程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公司帮助企业设立了改制重
组方案，在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共同努力工作下，股份公司顺利
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协助企业进行分帐、建帐，长城证券对企业进行了上市
辅导，在这些中介机构的帮助下，公司规范运作，为公司能够早日股票发行
并上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八、其他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针对自身特点，特别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完全符合 ISO9002 国际
质量标准体系的研发、生产、供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同时，为保证公司运营
正常，在总结公司多年业务发展情况和公司运营管理经验基础上，公司业已
形成比较健全、有效的内部运营业务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产品质量控制制度：核心内容执行 ISO9002 系列标准，制定了为企业
提供质量保证能力的标准化文件，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等，
形成了以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和工艺守则、操作指导书、检验规范等为标准
的质量控制体系。
公司运营内部控制制度：核心内容包括财务管理、财产管理、企业经营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行为规范管理。主要控制对象是公司各部门、机构及
各业务环节，切实保障公司持续健康运行。针对公司各项经营业务，公司建
立了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或管理办法，使各项业务有规可循，保证公司能有
序运营、健康发展。
为控制项目投资风险，运用好募集资金，为广大投资者谋取最大回报，
公司将建立和完善有关募集资金投向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
加强预算，对资金实行严格管理，通过审计委员会，强化对项目投资及财务
收支的监控，按规定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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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核心管理层的变动
本公司成立以来，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未发生变动。

十、公司管理层评价及律师意见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的有关规定制定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首先树立了管理创新和技
术创新的新观念，强化和完善了公司财务管理、生产基础管理、劳动人事管
理和销售管理等，以抓好财务管理和技术管理为突破口，带动公司各项管理
规范化。通过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生产成本下降，应收帐款下降，销售
收入增加，利润增加，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反映了内控制
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
本公司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发行人已制定股东大
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的相应规则，本所律师未发现发行人的上述股东
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的情形；本所律师未发现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
召开、决议内容和决议签署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合法有效；发
行人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历次授权合法有效；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决议中的
历次重大决策均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经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发行人的重大决策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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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会计报表编制基准及注册会计师意见
本公司为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设立以前的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年度的会计报表是以造纸厂改组方案确定的公司架构为前提，按报
告期内各年实际存在的本公司架构各构成实体为基础，根据资产、债务重组方
案和人员重组方案确定的剥离原则和方法对造纸厂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及收入、费用、利润进行剥离，按《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本公司现行的
会计政策作必要的调整后模拟编制的。改制设立后，本公司按照《股份有限公
司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和本公司现行的会计政策编制会计报表。在本报告期
内，本公司未发生新设合并或吸收合并的事项。本公司目前拥有三家子公司。
本公司已聘请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００ 年度、１９９９ 年度、１９９８ 年度的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母公
司利润及利润分配表，２０００ 年度的合并现金流量表和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进行了
审计。会计师已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以下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特别说明，均引自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本章
的财务会计数据及有关分析说明反映了公司过往三年的经审计的会计报表、经
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及有关附注的重要内容。

二、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
本公司的合并会计报表系按照财政部财会字［１９９５］１１ 号文《合并会计报表
暂行规定》和财会二字（１９９６）２ 号《关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请示的复函》
等有关文件的要求编制的。
本公司列入合并会计报表的范围的子公司所执行的行业会计制度，业已在
会计报表合并时予以必要的调整。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间的所有重大交易，均在会计报表合并时予以抵销。

本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概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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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注册

注册

地点

资本

１．北京博天峰纸业 北京

经营范围

投资

拥有权益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报表是否

合并期间

金额

％

净资产

合并

１００万元 销售纸张、纸制品、纺织品

８０万元

８０％

４０．６５ 万元

是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年

５０万元

４０万元

８０％

－９７．４２万元

是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年

５１万元

８５％

－８９．６１万元

是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年

有限责任公司
２．上海博峰纸业有 上海
限责任公司 ＊
３． 深圳市新石纸业 深圳

机制纸、文化用品、文化用
纸、纸制品加工

６０万元

有限公司 ＊

经营机制纸、纸制品（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该等公司净资产已为负数。本公司为上述公司的持续经营提供了财务支
持，故仍合并其报表，其累计亏损已包括在合并报表中。通过本公司调整对子
公司价格政策后，预计该等公司 ２００１ 年将扭亏为盈。

三、简要会计报表
本公司的简要合并会计报表反映了本公司的基本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情况，故在本节中仅披露了本公司的简要合并会计报表。若想了解本
公司过往三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请阅读本招股说明书附
录一。
简要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０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９９９ 年度

１４７，３０４，３５１．１０ １３３，５０１，２６５．６３

１９９８ 年度
１１９，８４７，００６．６４

主营业务利润

３８，２０９，３７８．６２

３４，７２９，６９７．５９

３１，７９８，１０２．２５

营业利润

１５，０３３，０３０．７８

１４，９４５，５７３．４７

１１，９４９，９０９．８３

利润总额

１８，３５５，５４１．６６

１４，５４５，０９２．１２

１１，９９７，１６７．６３

净利润

１２，７６５，７６９．４５

１０，０２７，３６５．１７

８，０３８，１０２．３１

可供分配利润

１５，４４４，４６８．１０

１０，０２７，３６５．１７

－－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２，４０８，４０６．８２

１０，０２７，３６５．１７

－－

未分配利润

１０，８１７，７２２．７４

２，６７８，６９８．６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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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１９９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２７，６４９，８３１．７１

１３７，５１８，５１２．８３

１１４，６８９，９９６．６４

长期投资净额

１，０００．００

－－

－－

固定资产合计

１１７，９９３，５６２．８３

１１５，２０５，２８８．０９

８０，７９４，５６１．０８

３，１２５，１６８．５９

２４０，５７２．４０

２６１，８０３．０９

２４８，７６９，５６３．１３

２５２，９６４，３７３．３２

１９５，７４６，３６０．８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５，０４３，８００．７１

１５２，８４４，５００．６９

１０６，９５１，５６２．６０

长期负债合计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２４３，８００．７１

１７４，０８４，５００．６９

１２７，０７１，５６２．６０

８１，２９４．３２

２０１，１７３．９８

－－

９３，４４４，４６８．１０

７８，６７８，６９８．６５

６８，６７４，７９８．２１

２４８，７６９，５６３．１３

２５２，９６４，３７３．３２

１９５，７４６，３６０．８１

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
产合计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３６６，１０７．７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８９６，０７４．４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９５，１６０．１６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９２５，１２６．９０

四、经营业绩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于书写纸、双胶纸和胶刊纸产品的
销售。1998、1999 年和 2000 年度，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１１９，８４７，００６．６４
元、１３３，５０１，２６５．６３ 元、１４７，３０４，３５１．１０ 元；年增长率分别为 １１．３９％和 １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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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包括日历纸、书写纸、双胶纸和胶刊纸销售收入。1998
年、1999 年和 2000 年，日历纸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３，０９６，７２５．６４ 元、３，５４８，００７．２８
元和 ３，９０４，８４６．１０ 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３．０４％、３．１４％、３．１３％；
书写纸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53,080,854.14 元、７０，４６５，４８８．４０ 元和 ７７，７６１，１２０．８９
元，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４４．２９％、５２．７８％和 ５２．７９％；双胶纸的销售收入分别
为 ４９，３１７，７３８．７２ 元、４４，５８７，６３４．１９ 元和 ４９，１９８，６７９．８２ 元，分别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 ４１．１５％、３３．３９％和 ３３．４０％；胶刊纸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１３，８０１，２３２．００
元、１４，２６０，０４３．４２ 元和 １５，７３３，４３０．９３ 元，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１１．５２％、
１０．６８％和 １０．６８％。
主营业务分产品资料图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日历纸
书写纸
双胶纸
胶刊纸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９年

１９９８年

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图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４０

日历纸
书写纸
双胶纸
胶刊纸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９年

１９９８年

本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为日历纸销售成本、书写纸销售成本、双胶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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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成本和胶刊纸销售成本，主要由以漂白浆为主的原材料成本和以水为主的动
力成本构成。由于原材料成本和动力成本均维持较为稳定的比例，因此本公司
的主营业务利润率近三年也保持稳定的水平。1998、1999、2000 年度，本公司
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为 26.5%、26%和 26%。
本公司的营业费用主要是运费、仓储费和销售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差旅
费等。1998、1999、2000 年度，公司营业费用分别为 8,122,971.65 元、8,242,704.55
元和 11,135,955.38 元，年增长率分别为 1.5%、35%。2000 年营业费用比上期增
长了 35%，主要是运输费用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本公司的管理费用主要固定资产折旧费、管理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土地
租赁费等。1998、1999、2000 年度，公司的管理费用分别为 ７，８５６，４８３．６９ 元、
６，９６８，３２８．０５ 元、８，２２９，９９１．６６ 元，１９９９ 年较 １９９８ 年减少 １１％，主要原因是
当期计提的坏帐损失准备较前期下降；２０００ 年较 １９９９ 年增加 １８％，主要是因为
当期计提的坏帐损失准备较前期增加以及增加了综合服务费的支出。
本公司过往三年无占净利润 5%以上的重大投资损益。
本公司过往三年中，2000 年度的非经常性收益 ２，３７４，１５５．３５ 元，系本公
司 ２０００ 年实际收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财务局所拨给的补贴收入，该等
账项已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收妥入账。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度均无非经常性损益。
本公司主要适用的税种和税率
税种

税率

增值税

１７％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７％或 １％

教育费附加

＊

３％或 ０％

企业所得税

＊＊

３３％或 １５％

＊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新税字［１９９１］２６２ 号文《关于不再征收兵

团单位教育附加费的通知》，本公司本部及本公司设在新疆地区的经营机构不计
缴教育费附加。
＊＊ 本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 ３３％。本公司所属各子公司和分公司执行当
地的税收政策，其中深圳新石纸业有限公司的所得税率按 １５％计算缴纳，其他
子公司和分公司的所得税均按 ３３％计算交纳。
若投资者需要详细了解本公司适用的主要税种及税率，请阅读本招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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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附录一。

五、资产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资产总计为 ２４，８７６．９ 万元，包括流动
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一）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帐款、其他应收款和存货，具体情况如
下：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和 ２０００ 年末，本公司的货币资金分别为 ９６２．３ 万元、１，１１０．０
万元和 ８１７．５ 万元；分别占当年末流动资产的 ８．３９％、８．０７％和 ６．４０％。
本公司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和 ２０００ 年末的应收帐款分别为 ３，８３２．０ 万元、６，９２５．９
万元和 ６，５３４．３ 万元。本公司产品均通过设在全国各地的子公司和分公司对外
销售，主要以先货后款等手段来开拓和稳固市场，因而有较大数额的应收款项。
由于主要客户均为最终用户，信誉较好，历年来货款回收情况良好。应收帐款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比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升了 ８０．７３％，系因本公司出于扩大
经营规模开拓市场的需要而适度调整营销策略所致。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比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降了 ５．６５％，系本公司为降低应收帐款风险，加大了收款力度
所致。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帐龄在一年以内的应收帐款余额为 ６，１３９．２ 万元，
占应收帐款总额的比例为 ９２．４９％。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应收帐款余
额中，并无持本公司 ５％或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欠款。
本公司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和 ２０００ 年末的其他应收款为 ７５．８ 万元、８１．９ 万元和 ４３６．６
万元。其他应收款余额主要为预付差旅费和暂付申请股票公开发行前期费用
（２０００ 年其他应收款余额）等。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中
并无持本公司 ５％或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欠款。
本公司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和 ２０００ 年末的坏帐准备为 ２９５．６ 万元、３２１．４ 万元和 ３８１．５
万元。上述三年末的应收款项净额为 ３，６１２．２ 万元、６，６８６．５ 万元和 ６，５８９．５
万元。
本公司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和 ２０００ 年末的存货为 ７，０４８．３ 万元、５，８９０．２ 万元和
５，２７３．５ 万元。存货余额主要为原材料和库存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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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和 ２０００ 年末的存货跌价准备为 ２０３．０ 万元、２５９．４ 万
元和 ２３０．３ 万元。上述三年末的存货净额为 ６，８４５．３ 万元、５，６３０．８ 万元和
５，０４３．１ 万元。
（二）长期投资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母公司会计报表中，长期投资为长期股权
投资，初始投资额为 1,406.8 万元，期末投资额为 32.5 万元，期末投资额占净
资产的 0.34%，具体情况如下：
长期投资

单位：人民币元

其他股权投资

年初数
１４，０６８，０４５．３３

本期增加数
２，２４５，４５２．４１

本期减少数
１５，９８８，３２０．４５

年末数
３２５，１７７．２９

其他股权投资本期因本公司子公司—石河子市天宏商贸城 、新疆石河子造纸厂兰
州七里河经营部、新疆石河子造纸厂武汉经营部变更为本公司的分公司或撤消，
共计减少人民币１，５９８．８万元 。
＊按权益法核算的其他股权投资：
被投资单位
投资
名 称
期限
１．北京博天峰 １９９８．９．１６－２０１８．９．１５
纸业有限公司
２．上海博峰 ＊１９９８．１．１６－２００６．１．１５
纸业有限公司
３．深圳新石 ＊１９９６．９．５－２００６．９．５
纸业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占被投资单位
注册资本比例

本期权益
增减额

８０％

（５５８，５７９．４３）

８０％

５０４，０５４．０７

８５％

１，７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９９，９７７．７７
２，２４５，４５２．４１

累积
增减额

（４７４，８２２．７１） ３２５，１７７．２９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３８４，８２２．７１） ３２５，１７７．２９

＊从 ２０００ 年起，在该等公司所有者权益出现亏拙后，本公司将对该等公司
的投资的账面数减记为零，不再进行权益法调整。
（三）固定资产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固定资产原值为 １５０，０９７，９０１．５９ 元，累计
折旧 ４９，０３５，５６９．１７ 元，固定资产净值 １０１，０６２，３３２．４２ 元。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平均计算，并根据固定资产类别的原值、估计经济
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原值的 ３％）确定其折旧率。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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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余额

类

别

预计使用 年折旧率 帐面原值（元）累计折旧（元）帐面净值（元）
年限（年）

房屋建筑物

４０

２．４２５％

７６，０４７，０５５．７６

１１，２９１，７３９．４３

６４，７５５，３１６．３３

４．８５％－９．７％ ７１，１０４，４２６．６３

３６，３０５，４８０．０４

３４，７９８，９４６．５９

机器设备

１０－２０

运输设备

１０

９．７％

１，３３９，３００．００

４８３，５３８．１６

８５５，７６１．８４

电子设备

５

１９．４％

１，５７４，４７１．２０

８１６，７４１．５４

１，５４１，８２３．２０

其他

５

１９．４％

３２，６４８．００

３２，６４８．００

０

合计

１５０，０９７，９０１．５９ ４９，０３５，５６９．１７

１０１，０６２，３３２．４２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有形资产净值为 245,644,392.50 元。
（四）无形资产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帐面反映的无形资产为零。

六、负债
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负债总额为 １５５，２４３，８００．７１ 元，其中流
动负债 １３５，０４３，８００．７１ 元，主要包括短期借款、应付帐款、预收帐款、应付福
利费、应交税金、其他应付款等；长期负债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５４，５００，０００ 元，债项明
细情况如下：
借款种类

币种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余额

借款期限

月利率（‰）

担保贷款

人民币

３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９．１０．１９－２００１．０８．１４

５．３６２５－６．３３７５

抵押贷款

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５．２６－２００１．０６．１８

５．８５

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 本公司用于银行短期抵押贷款的抵押物是价值为人民币 ３４，０７２，５１５．００
元的机器设备。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应付帐款余额为 ５２，０５２，９４９．９５ 元，无
应付持本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欠款，属关联往来的详见下表：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金

额

企业名称

占全部应收（付）款
项余额的比重（％）

应付帐款
新疆石河子市天宏房地产开发公司
新疆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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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３４，１７６．１１
１１８，４４３．５０

１９．４７
０．２３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预收帐款余额为 ８２２，１４０．０４ 元，无预收
持本公司 ５％以上股份股东的款项。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应付福利费为 ４，３１９，７９１．１０ 元。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应交税金余额为 ４，８０６，９９１．２２ 元，主要
包括以下内容：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余额
２，１９４，２４４．６０ 元
１１６，４１５．００ 元
２，４９６，３３１．６２ 元
４，８０６，９９１．２２ 元

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所得税
合计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１５，４７８，９６１．６６ 元，
无应付持本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的款项。其中大额的其他应付款列示如下：
单位名称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余额

款项内容

农八师财务局

４，１２２，５００．００

东泉农场开发暂借款

石河子市财政局

５，９８０，６５０．００

无尘纸项目启动借款

职工教育经费

５７０，９２０．０５

职工教育经费余额

天宏股份公司工会

４６６，１８８．８９

工会暂存款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长期借款余额为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债项
明细情况见下表：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贷款单位
中国农业银行
石河子兵团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
石河子兵团分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八师财务局

借款日

还（付）款日

月利率‰

借款金额

贷款条件

１９９９．１２．０９

２００４．１２．３０

４．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担保 ＊

１９９７．７．２３

２００２．７．２２

５．０２５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担保 ＊

１９９８．３．２４

２００３．２．２４

６．４４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信用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 担保方为石河子南山水泥厂。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除已签约资本性支出人民币 ２１８．３ 万元
和已批准未签约的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２２，９１１．９ 万元外，无其他重大承诺事
项。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无重大或有负债和逾期未还款项。

七、股东权益
５－１－100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股本为 ５０１６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合计人民币 ５０１６ 万元。本公司近三年股东权益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１９９８．１２．３１

股本

５０，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

资本公积

２５，８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４０，０００．００

－－

盈余公积

６，６２６，７４５．３６

－－

－－

其中：公益金

１，５１８，０３０．６４

－－

－－

未分配利润

１０，８１７，７２２．７４

２，６７８，６９８．６５

－－

股东权益合计

９３，４４４，４６８．１０

７８，６７８，６９８．６５

６８，６７４，７９８．２１

八、现金流量
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３６６，１０７．７２ 元，其中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１７５，３７１，４８８．４６ 元，收到的租金为 ５１２，０００．００
元，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３，１２３，９５８．１０ 元，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为 １２９，７２２，０７１．５３ 元，经营租赁所支付的现金为 ８５７，１４９．４９
元，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１１，５０３，４９３．８６ 元，实际交纳的增值
税款为 １７，６７９，２７５．５５ 元，支付的所得税款 ２，９３０，９８３．０２ 元，支付的除增值税、
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费 １，６６４，９７１．４６ 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２８３，３９３．９３ 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１１，８９６，０７４．４６ 元，其中处理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到的现金净额为 １，６６３，９１９．７５ 元，购
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为 １３，５５８，９９４．２１ 元，债
权性投资所支付的现金为 １，０００．００ 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
５，３９５，１６０．１６ 元，其中借款所收到的现金为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偿还债务所支付
的现金为 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元，偿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为 ５，２５５，１６０．１６ 元；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２，９２５，１２６．９０ 元。导致本公司现金流量呈负值的主
要原因是目前融资渠道单一，固定资产投资和偿还债务本息支出现金较大。
公司没有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的情况。

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招股说明书附录一会计报表附注中的关联交易、期
后事项和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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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盈利预测
本公司根据 2000 年的已审经营成果与 2001 年度的经营计划、生产计划，
以及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等资料，编制了本公司 2001 年度已除税但未计非经
常性项目的盈利预测表。本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由
于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故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应过
分依赖该项资料。
深圳同人会计事务所已对本公司编制的 2001 年度的盈利预测报告进行了
审核，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以下资料摘录自本公司的盈
利预测报告。
合并盈利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00 年
已审实现数

2001 年 1-3 月
未审实现数

2001 年
预测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14,730.44

5,177.22

17,254.77

二、主营业务利润

3,820.94

1,153.74

4,100.96

三、营业利润

1,503.30

555.80

1,585.65

四、利润总额

1,835.55

556.83

1,585.65

1,276.57

373.03

1,062.24

五、净利润
按 33%所得税率计算
按 14.85%所得税率计算

-

1,350.03

注：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2000)137 号文批准，本公司可
在上市后 5 年内按 14.85%的实际税负比例计缴所得税。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国内市场的开拓，并严格按市场经济规律运
作，本公司的产品以“品质好、交期准、价格优”享誉国内市场，产品供求一
直较稳定，并呈逐年递增趋势。
本公司预计与 2000 年度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相比，2001 年度的净利润将
增长 5.6%，这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17.1%）。具体原因如下：
１、根据市场调研及本公司 ２０００ 年的实际销售情况，本公司预计在今后造
纸工业回暖的形势下，本公司产品的销售量及售价均会有所提高。但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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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本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公司亦会适当采取降价促销的营销策略。从谨
慎的原则出发，本预测中，日历纸、书写纸、双胶纸、胶刊纸的销售单价及销
售数量较 ２０００ 年度都没有较大幅度变动，预计 ２００１ 年度销售日历纸 ８００ 吨，
书写纸 １８，５００ 吨，双胶纸 １０，５００ 吨，胶刊纸 ３，５００ 吨，实现销售收入 １７，２５５
万元。
２、本公司投资建设的漂白棉浆生产线项目可在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投入使用，预
计在 ２００１ 年增加棉浆板的生产及销售。漂白棉浆生产线项目预计生产能力为年
产 ５，０００ 吨棉浆板，根据市场调查，棉浆板预计年销售量为 ３，０００ 吨，销售单
价为 ５，０８０ 元／吨，此项产品增加销售收入 １，５２４ 万元。
３、本公司投资建设的天宏商贸城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投入使用，预测全年可实
现租金收入 １５９ 万元。
基于上述原因，本公司预计 ２００１ 年度销售收入较 ２０００ 年实现数长 １７．１４％。
此外，公司上市后将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本公司 2001 年的企业税
收负担：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函［２０００］１３７ 号文《关于同意对上
市公司所得税进行减征的批复》，本公司享有在上市后 ５ 年内减按 １４．８５％的税负
比例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十、资产评估
新疆华洲资产评估事务所根据国家有关评估的规定，在本公司设立时，对
本公司的主要发起人新疆石河子造纸厂拟投入股份公司的全部经营性资产和北
京博天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部分控股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以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华洲评报字（１９９９）第 ０２７ 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评估结果是：总资产为 ２３，１２４．６９ 万元，总负债为 １５，９２４．６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７，２００ 万元。与帐面值 ７１１５．５７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１．１９％。
由于新疆华洲资产评估事务所没有取得证券从业资格，本次股票发行过程
中，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设立时
新疆华洲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华洲评报字（1999）第 027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进行了复核，并由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报告出具了肯定性的
复核意见：认为其评估范围的确定是合理的，程序是合法的、合规的，所运用
的评估方法看基本符合行业评估规范，评估方法选用是合理的，方法的运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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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正确，评估结果在合理的范围内。

十一、验资情况
本公司于 1999 年 12 月 30 日设立，注册资本为 5016 万元。公司各发起人
的出资情况由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以深同证验字[1999]024 号验资报告验证，
发起人以现金入股的已在 1999 年 12 月 29 日全部到位，以资产入股的均已办理
了产权过户。公司成立至今，未发生任何资本变动。

十二、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００ 年

１９９９ 年

１９９８ 年

流动比率

0.95

0.90

1.07

速动比率

0.57

0.53

0.43

应收帐款周转率

2.19

2.48

3.25

存货周转率

1.93

1.51

1.5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

--

--

资产负债率

62%

67.28%

64.4%

每股净资产(元)

1.86

1.57

--

研究与开发费用占主营

1.97%

2.05%

2.12%

净资产收益率

13.66%

12.74%

11.70%

每股收益(元)

0.25

0.20

--

--

--

除外）占净资产的比例

业务收入的比例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0.29

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为 4.94%（全面摊薄），比本公司 2000 年的全面摊薄
净资产收益率 11.59%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2001年预测净利润/按发行价格计算的发行后净资产
发行后净资产=200年12月31日净资产+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应收帐款周转率 = 主营业务收入/应收帐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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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总（净）资产的比例 = 无形资产（土地使
用权除外）/总（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总资产
每股净资产 = 期末净资产/ 期末股本总额
研究与开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 研究发展费用/主营业务收入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本公司按《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计算的 2000 年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报告期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万元）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主营业务利润

3,820.94

40.89

44.92

0.76

0.76

营业利润

1,503.30

16.09

17.67

0.30

0.30

净利润

1,276.58

13.66

15.01

0.25

0.25

1,082.97

11.59

12.73

0.22

0.22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十三、公司管理层的财务分析
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结合过往三年经审计的相关财务会计资料做出如
下财务分析：
（一）关于经营成果、盈利能力及前景分析
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结合过往三年经审计的相关财务会计资料做出如
下财务分析：
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势头良好，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销售毛利
率保持比较稳定的水平，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连续三年稳步上升。
公司主要从事书写纸、双胶纸、胶刊纸等文化用纸的生产和销售。1998 、
1999 和 2000 年度，书写纸、双胶纸、胶刊纸的销售收入成为本公司净利润的
主要来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纸的消费量也将增长。世界造纸行业的
复苏、回暖给公司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公司“高质量、低价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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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产品策略使公司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了新疆自治区内
50%的文化用纸市场占有率。此外，本公司产品的主要成本是漂白浆，公司通
过技术改造、提高工艺水平来适当降低产品中漂白浆的含量和提高生产管理水
平以提高产品合格率等措施，降低产品成本，使公司更主动、灵活地运用定价
策略，并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及时调整产品的销售结构，从而推动公司产品销售
量增加，销售额进一步增长。
本公司发生的营业费用主要为运费、仓储费等，公司对市场营销网络建设
的投入逐年增加，相应的，本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在市场营销网络建设的配合下
也逐年稳步增长。公司对销售人员实行收入和相关销售费用、产品销售额、货
款回笼额挂钩的办法，严格控制开支、提高管理效率，加强货款回收管理，严
格按合同订单组织生产和销售，最大限度降低运费和仓储费。成功发行社会公
众股后，募股资金到位可部分替代银行借款,相对减少借款利息费用，这对保证
公司利润的稳定增长起到一定的作用。
本公司一直致力国内市场的开拓，并严格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本公司的
产品以“品质好、交期准、价格优”享誉国内市场，产品供求一直较稳定，并
呈逐年递增趋势。针对近年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公司在积极开拓国
内市场的同时还加大国际市场的力度。随着募股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生
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公司主导产品的生产成本将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主营业务
收入出现较大幅度增长，预计公司未来的盈利前景良好。
（二）关于资产质量及资产负债结构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2%，流动比率为 0.95，
资产负债结构较好。
本公司的流动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应收帐款和存货，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货币资金、应收帐款和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6.4%、
51.19%和 41.31%。其中，应收帐款为应收客户欠货款，由于主要客户均为最终
用户，信誉较好，历年来货款回收情况良好。２０００ 年公司加大了收款力度，从
而使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应收帐款余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５．６５％。基于多年的
合作经验以及对其经营情况的跟踪考察，本公司认为这些客户欠货款发生坏帐
的可能性较低。公司存货适销对路，周转较快，不存在积压或滞销情况。
综上所述，本公司流动资产结构良好，可变现能力强；固定资产为本公司
所拥有并已取得有关权属证明，为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资产，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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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良资产。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负债总计为人民币 155,243,800.71 元，
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无重大已到期仍未偿还之负债。
本公司资产负债比例适中，债务结构不够合理，在长短期借款中，长期借
款金额较小，短期借款金额较大，因而流动负债比例较高，给公司带来较大财
务的风险。
（三）关于现金流量及偿债能力
从现金流量表看，公司 2000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 1,436.6 万
元，说明公司资产有较好的经营能力，但由于融资渠道单一，固定资产投资和
偿还债务本息支出现金较大，导致公司现金流量呈负值。
（四）主要财务优势及困难
依本公司过往三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我们认为：
1、本公司拥有独立的产、供、销系统，资产结构基本合理；股权结构合理，
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后，发起人股占总股本的 62.57%，社会公众股占总股本的
37.43%，这有利于本公司管理层的稳定，同时由于大股东回避有关关联交易的
表决，这一股权结构也可避免大股东侵犯其他投资者利益；资产流动性较好，
资产负债率略优于行业水平；债务结构不够合理，在长短期借款中，长期借款
金额较小，短期借款金额较大，因而流动负债比例较高，给公司带来较大财务
的风险；从现金流量表看，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 1,436.6 万元，
说明公司资产有较好的经营能力，但由于融资渠道单一，固定资产投资和偿还
债务本息支出现金较大，导致公司现金流量呈负值。
2、本公司业务稳步发展，1998 年至 2000 年连续三年销售收入、利润总额
的增长和净资产收益率都在 10%以上，显示了经营管理层稳健、成熟的管理水
平。
本公司将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利用新疆的地理和资源优势，积极增加
融资渠道，使债务结构合理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生产适销产品，努力开拓
市场，使本公司的销售收入和盈利实现稳步、持续的增长。
3、困难提示：本公司目前流动负债比例较高，截止 200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13,479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86.9%，资金短缺将对本公司经营造成影
响，较高的负债率使公司偿债压力较大，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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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展计划
（一）总体目标
到 ２００５ 年，发展成为具有较强核心竞争能力的国内知名的造纸生产企业。
（二）主要经营理念
本公司奉行“以质量为生命，向管理要效益，以改革求发展，靠经营争生
存”的经营方针；以“团结、拼搏、务实、创新，致力为用户尽善尽美服务”
为基本经营理念；建立“人尽其才、晋奖激励、沟通舒畅、合作有效”用人机
制，使本公司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内部管理、资本运作等方面
均衡发展，为实现总体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三）发展战略（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３ 年）
公司本着“依托资源，科技兴企”的原则，抓住西部开发的大好良机，加
快产品结构调整，促使产业升级，在稳步发展原传统文化用纸产品的同时，大
力发展以热合无尘纸为龙头的高科技纸产品，尽快形成一大基地，三大产品的
发展格局，充分利用特色资源，依靠以芨芨草和棉短绒为依托的高科技、高附
加值型产品占领和扩大市场，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整体经营目标
建立起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目标和产业要求的经营体系，加快技术创新，公
司综合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公司营业收入和税后利润保持持
续增长。
（五）主要业务的经营目标
本公司通过合理、有效地运用募集资金，使项目尽快建成投产，项目投产
后，公司将形成中高档文化用纸 ４ 万吨、热合无尘纸 １ 万吨的生产规模。公司
坚持以高档文化用纸、生活用纸的生产、销售作为主要业务，通过规范运作，
以为全体股东谋求最大利益为目标，不断提高募集资金运用项目的效益，增强
公司再融资能力。在现有基础上，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产生预期效益，至
２００３ 年底，实现年销售收入 5.5 亿元，利润 484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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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体业务计划
１、产品开发计划
公司将在继续完善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加快符合市场需要、环保要求的新
产品的后续开发。新产品产业化和科研开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后，将会显著提
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拓展本公司的技术产品领域，为公司带来新
的利润增长点。
２、人员扩充、培养计划
本公司始终把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作为公司发展的根本动力。为了使公
司具有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能力，公司十分注重科研队伍的建设，搭建为科研
人员发挥水平的舞台。未来三年内，公司将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一方面，通
过公开招聘等方式，有计划地引进高层管理人员及科技人才，使企业高级管理
技术人才占公司总人数的 5%以上，从而优化企业素质结构，为企业快速发展作
好人才储备；另一方面，本着“精减、效能”的原则，引进竞争机制，实现优胜
劣汰的人员动态管理，不断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
３、技术开发与创新计划
（１）不断引进优秀的研究人员和专家顾问，充实公司的研究开发力量，对生
产环节中的各个技术细节进行研究和改进，进一步提高生产设备的使用效率和
自动化程度以及生产中的节能降耗水平；
（２）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充分利用原材料品质高的优势，大量使用棉短绒、
芨芨草等优良原料，提高公司产品性能和品质。
（３）积极引进外来先进技术和设备，并由公司的研究开发人员对其进行消化、
吸收、提高，保持公司技术的领先水平。
具体计划有：①目前正与西北轻工业学院联合，采用“产、学、研”相结
合的方式研究开发绒毛浆；②与高校合作研究开发生产育果套袋纸，该产品可
提高果品质量和产量；③自主开发育种纸，该纸可提高种子发芽率，节约种子
用量，提高农业产业机械化程度；④与高校合作开发水果保鲜纸，该产品可增
加水果的保鲜度，延长贮存时间。上述技术开发与创新计划，符合未来市场发
展的需要，可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经济效益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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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对公司发展和进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公司认为：技术创新是
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某一种单项活动或一个环节；技术创新强调技术开发与
技术有效应用的统一；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市场是技术创新的基本
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正是这种理念使公司从创新到应用和市场，再从应用和市
场中得到技术创新动力的循环过程不断前进。
４、市场开发与营销网络建设计划
本公司目前的主导产品是以胶印书刊纸、双胶纸、书写纸为主的文化用纸，
用户主要是印刷厂、出版社等，销售方式基本为直销。为了适应公司经营发展
战略和规划总目标的转变，在市场开发方面，一方面将继续稳步发展文化用纸
市场，另一方面将重点开发高科技的热合无尘纸及其后加工产品的市场，加大
力度开拓卫生、医疗、生活用品市场，加强与医院、商场、餐饮机构的联系，
着力推出妇女卫生用品、婴儿尿布、成人失禁用品、工业擦拭用纸系列产品，
同时配合广告宣传，以公司直销为主，积极推行代销等多种销售方式，争取尽
快占领市场。在营销网络建设方面，将充分利用本公司已有的覆盖全国十几个
省市自治区的营销网点，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
具体销售手段有：加强营销分公司的管理和营销队伍建设，对销售人员实
行收入和相关销售费用、产品销售额、货款回笼额挂钩的办法，促进销售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稳定销售队伍；采用连锁经营、代理送配等现代营销方式，开
拓销售渠道；加强货款回收管理，严格按合同订单组织生产和销售，对资信下
降的用户采取减少发货、实行担保和加强货款催收等措施；对资信差、长期拖
欠货款的用户停止发货。
本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文化用纸产品销售将达到 40000 吨/年，产销率
达 95%以上，热合无尘纸销量 10000 吨/年，其中出口量达 4000 吨/年，产销率
达 100%；棉浆板产销率达 100%，新疆区内市场占有率力争达到 70%。
５、再融资计划
本公司将利用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有利时机，走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相
结合的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规
范运作；加快项目的建成投产，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为全体股东带来更好的
回报，不断增强再融资的能力。在未来三年内，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发
展需要，利用资本市场等金融资源促进公司规模化发展，包括通过增发新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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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股东配售新股等方式，筹集资金加快公司发展速度。
６、收购兼并及对外扩充计划
本公司将利用公司的生产技术和市场等优势，一方面，本公司将通过收购
兼并新疆地区的小造纸厂，实施低成本扩张，实现主业经营的地域扩张和现有
销售市场的延伸。另一方面，公司将以上市为契机，利用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
通过参股、合资和并购等资本运作措施，在关联领域内实施低成本扩张，借助
于外部资源，发展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加快企业自我发展。
７、深化改革和组织结构等调整的规划
（1）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激励和约
束机制。
（2）进一步深化公司内部改革，包括分配制度、财务制度、人员管理等方
面的改革。
（3）深化营销体制改革，把营销人员的收入与产品销量和货款回收紧密挂
钩，树立营销部门才是企业真正一线的思想。
（4）聘请管理、法律、财务、技术等方面的专家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借助于社会力量，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5）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合理设置各个职能部门，完善母公司与子公司、分
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立有效的公司管理架构。
８、国际化经营的规划
（1）本公司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利用本公司地处
边疆的优势，在“独联体”国家发展对外贸易或在国外联营办厂，将市场覆盖
面尽快扩展到国际市场，以占有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
（2）将挑选管理人员送到国外进行培养，掌握国际先进技术，提高管理层
的国际化管理水平，为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奠定基础。

二、拟定上述计划所依据的假设条件
本次股票发行能够在 ２００１ 的上半年完成，募集资金在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底前到
位。本公司所在行业及领域的市场处于正常发展的状态下，没有出现重大的市
场突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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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环境处于正常发展的状态，并
没有对公司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可抗力的现象发生。
国家对造纸行业的扶持政策不会有重大改变，并被较好执行。

三、实施上述计划将面临的主要困难
本公司要顺利实现上述业务发展目标，主要面临以下困难：
（1）为维持公司持续快速发展的资金来源，得不到充分保障，将影响到上
述目标的实施；
（2）为实现公司规模发展和扩张所需的管理人才的缺乏；特别是高级管理
人才、高级技术人才的聘用将存在一定的困难；
（3）公司已投资项目投产后市场营销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新的计划的实
施，如已投资项目市场不理想，将会给实现上述目标造成很大障碍。

四、发展计划与现有业务关系及合作
前述业务发展计划是在公司现有业务的基础上，按照规模化等发展战略要
求的再发展。公司现有业务是该发展计划的基础，发展计划主要从纵向上增强
了业务深度，扩大了生产、经营规模，从横向上使公司产品向多元化发展，从
总体上提高了公司的经营及管理水平。
在前述发展计划中，通过收购兼并的企业拓展公司经营规模，其中：拟收
购兼并的企业必须是从事造纸行业生产，拥有一定的技术人才，具备一定的销
售渠道的企业；拟在目标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市场继续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以拓展
海外市场，合作伙伴必须是具有一定国际市场营销经验的国际知名造纸企业。

五、本次募股的作用
本次募股对于本公司实现前述业务目标具有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实
现业务目标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保证了公司的规模化经营，同时，也为公
司下一步再筹资建立了与资本市场的通道；结合本次募股，使本公司由非公众
公司变成公众公司，并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等，实现了公司体制的升
级，将促进公司的快速发展和业务目标的实现；本次募股将极大地增强本公司
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和保持，提高公司的人才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业务目标的
实现；本次公开发行将极大地提高本公司的社会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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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目标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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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募股资金运用

一、投资规模及投向
本次发行按发行价 5.80 元/股计算，扣除发行费用可筹集资金 16,633. 5 万
元。为达到公司的发展目标，使公司在继续保持规模、技术优势的同时，成为
国内知名的造纸企业，根据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下列项目：
（一）投资 8250.2 万元，用于“年产 1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该项目已
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以计产业［２０００］５２２ 号文批准立项。
（二）投资 2991.3 万元，用于“野生芨芨草开发种植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该项目已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委员会以兵计（农经）发［２０００］４２ 号文批准
立项。
（三）投资 3887 万元，用于“年产 1.5 万吨漂白棉浆项目”，该项目已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委以兵计（工交）发[2000]252 号文批准立项。
（四）投资 1505 万元，用于“年产 6000 吨微量涂布纸项目”，本项目已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兵经贸发[2000]111 号文件批准立项。
（五）项目资金缺口的解决
以上四个项目投资总额为 22,341.9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可实募资金
16,633.5 万元，缺口资金 5708.4 万元由银行贷款解决，该缺口资金用于年产 1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中国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已为该项目的资金缺口
出具贷款承诺函。承诺函内容如下：关于你公司申请“年产一万吨热合无尘纸
项目”贷款申请已收悉，我行同意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适时的向该项目提供贷
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以保证该项目的资金需求。该贷款期限不少于三
年，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
以上投资项目经本公司董事会慎重研究、反复论证，认为本次募集资金的
投向是符合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战略构想的，也是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目标的，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在产品结构和原料结构上的重大
调整，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对公司发展高科技领域用纸、抵御风险，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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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项目已经本公司 200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上述投资使用计划是对拟投资项目的大体安排，实施过程中可能将按实际
情况予以调整。

二、投资估算项目的效益
年产 １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建成后，每年可生产无尘纸 １０２００ 吨，正常年
份新增销售收入 ２５５００ 万元，税后利润 ２３６２．８５ 万元，投资利润率 ２１．７３％（按
利润总额计算）；野生芨芨草开发种植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达产后，可年节约生
产成本 ７９５．１９ 万元，套用投资利润率计算公式得该项目投资利润率为 ２６．６％；
年产 １．５ 万吨漂白浆项目建成达产后，漂白棉浆生产能力达到 １５０００ 吨／年，新
增销售收入 ６１５４ 万元／年，利润总额 ５４４ 万元／年，投资利润率 １４％（按利润总
额计算）；年产 ６０００ 吨微量涂布纸项目建成达产后，正常生产期销售收入为 ３３３４
万元／年，新增利润 ２８６ 万元／年，投资利润率为 １９％（按利润总额计算）。由
于受市场、价格和经营环境可能变化的影响，具体到每个投资项目的效益指标
估算，可能与项目实施后的实际效益有一定的差异。根据不同项目的具体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初步估算效益产生时间为 １２ 个月，投资回收期约
４．８７―６．９ 年，项目总体投资利润率较高。
以上项目如实施成功后，将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的生产规模和市场竞争力，
并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
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等都将有较明显的有利影响。

三、募集资金使用年度计划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年度使用计划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名 称

2001 年

2002 年

合 计

1、年产 1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

12983.6

975

13958.6

2、野生芨芨草开发种植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491.3

500

2991.3

3、年产 1.5 万吨漂白棉浆生产线项目

2987

900

3887

4、年产 6000 吨微量涂布印刷纸生产线技改项目

1505

合

计

19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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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
2375

22341.9

项目的资金投入轻重缓急按上面所列顺序安排。
本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入时间将按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和项目的进展情
况作相应调整。

四、项目情况介绍
１、拟以募股资金 ８２５０．２ 万元，用于“年产 １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
（1）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
年产 1 万吨热合无尘纸项目是公司为了提高产品档次、加大产品科技含量、
适应国内外市场对高档纸制品需求的增长趋势，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
额、增加出口创汇，而提出的一项重点扩建工程。本项目已经国家发展计划委
员会以计产业[2000]522 号文批准立项。
（２）项目简介
无尘纸属高科技产品，是以绒毛浆为原料，采用干法造纸工艺制成。与传
统的湿法造纸工艺不同之处：其一，制造过程用空气代替水作为分散、输送纤
维的载体，在成形时不是真空脱水而是风机抽吸空气，使纤维在成形网上形成
纸幅；其二，纤维之间的结合不是靠氢键结合，而是靠高分子粘合剂或热熔性
纤维本身加热熔融结合。因此其制成的纸产品柔软疏松，吸水性好，湿强度高，
广泛应用于生活卫生、医疗、工业擦试等一次性用纸和装饰及服饰用纸领域。
同时减少了水的用量，从工艺上降低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具有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高档无尘纸后加工产品一般由进口供应，或进口原料纸进行后加
工。从发展前景看，无尘纸在国内外市场有巨大的潜力。国家造纸行业“九五”
计划和 2010 年规划的“发展重点和主要措施”中，特别提到了努力开发干法系
列。因此，抓紧有利时机，尽快发展热合无尘纸，迅速占领国内市场，争取出
口创汇就显得很迫切。
本工程计划建设于现有厂区内，引进国外先进的造纸生产线，其主要设备
有棉短绒浆纤维分离机 4 台、热熔纤维浆包开松机 4 台、真空系统 4 台、压纹
机 1 台、热熔烘箱 1 套、泡沫喷涂系统 1 套等。
由于本项目生产工艺属干法造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一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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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烟气及噪音，基本上不产生污水；针对产生的烟气及噪音污染，本项目在设
计时考虑了相应的治理措施，主要包括烟气处理设施 1 套，空气过滤系统 1 套
（包括纤维尘土收集和打包系统），减震消音设施（包括减震器 14 台、隔音室
1 间）等；上述环保设施投资约 350 万元，其投资和运行费用已包括在项目的
总投资和经济效益分析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对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已批复，同意项目建设。
（3）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
本项目总投资 13958.6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估算为 12984.24 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 974.36 万元，本公司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8250.2 万元，缺口资金 5708.4
万元由银行贷款解决，中国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已出具贷款承诺函。根
据中国轻工业北京设计院编制的《项目建议书》，项目建成后，每年可生产无尘
纸 10200 吨，正常年份新增销售收入 25500 万元，税后利润 2362.85 万元，投
资利润率 21.73%（按利润总额计算），投资回收期为 4.87 年（含建设期 1 年，
税后）。
２、拟以募股资金 ２９９１．３ 万元，用于“野生芨芨草开发种植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1）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
本项目已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委员会以兵计（农经）发[2000]42 号文
批准立项。
（2）项目简介
新疆地域辽阔，有丰富的造纸长纤维原料的区域和资源优势。公司通过多
年来艰苦实践探索，找到了完全可以替代木材纤维的芨芨草纤维。芨芨草纤维
属多年生密丛大型丘状下繁草本植物，耐碱耐旱，生命力强，无病虫害，适合
在雨少的荒山、沙漠、盐碱地上生长，种植成本低，同时芨芨草纤维细长且柔
软，交织能力好，物理强度高，芨芨草浆在同等配比替代进口的针叶木浆，用
于生产中高档的静电复印纸、胶版印刷纸，在不透明度、平滑度、裂断长、耐
折度等质量指数方面基本相同并达到了国际标准的要求。
本项目使用的是弃耕的盐碱荒地，大面积种植芨芨草，既可充分利用土地
资源，为公司解决优质造纸原料，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又可起到绿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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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防风固沙、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作用。
（3）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
项目总投资 2991.3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491.3 万元，流动资金 500 万
元。本项目所生产的芨芨草全部供本公司制浆生产自用，根据新疆国际工程咨
询公司编制的《项目建议书》，项目达产后年节约生产成本 795.19 万元，套用
投资利润率计算公式得该项目投资利润率为 26.6%，投资回收期为 5.48 年（含
建设期 1 年，税后）。
３、拟以募股资金 ３８８７ 万元，用于“年产 １．５ 万吨漂白棉浆项目”
（1）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
该项目已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委以兵计（工交）发[2000]252 号文批准立
项。
（２）项目简介
棉浆具有强度高、耐折度高、吸水性好，柔韧性好等特点，被广泛用于生
活卫生用纸、卫生医疗用纸、工业擦拭用纸、金融证券用纸、装饰及服饰用纸
等。而棉短绒生产的漂白棉浆是生产上述产品必不可少的原料。漂白棉浆可作
为长纤维用于文化用纸生产，代替部分漂白木浆，既可保护宝贵的森林资源，
又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适当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漂白棉浆的市场前景
十分广阔。
本项目采用先进合理的生产工艺可生产出高档合格漂白棉浆，主要供本厂
生产中高档文化用纸及生活用纸、工业用纸等使用，本厂使用率达 70%，其余
部分可抄成漂白棉浆板销往区内外。
新疆是国家重点产棉区，公司所处的石河子地区每年可提供 ２．５ 万吨优质
棉短绒用于生产。因此，发展棉浆生产，可以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带动农
业产业的发展，走贸工农一体化发展的道路。
本项目建设于现有厂区内，需购置的主要设备有运棉车 4 台、蒸球 4 个、
拌浆机 12 台等。
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粉尘、噪声及制浆黑液。针对生
产过程中的粉尘、噪声污染，本项目专门配备了相应的治理设施，主要包括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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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分离器、风机和减震消音设施，上述设施投资约 25 万元，其投资和运行费用
已包括在项目的总投资和经济效益分析中。针对本项目所产生的制浆黑液污染，
公司已在建设固化燃烧法黑液处理项目，预计于 2001 年二季度建成投入使用，
投入使用后可以解决漂白棉浆生产过程产生的制浆黑液污染，使其达标排放；
该黑液处理项目可以年回收利用烧碱 3150 吨，年利润 155.4 万元。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初评报告》已批复，同意项目建设。
（3）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
项目总投资 3887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987 万元，流动资金 900 万元，不
足部分由企业自筹解决。根据《项目建议书》，本项目建成达产后，本项目漂白
棉浆生产能力达到 15000 吨/年，新增销售收入 6154 万元/年，利润总额 544 万
元/年，投资利润率 14%（按利润总额计算），投资回收期 6.9 年（税后，含建设
期 1 年）。
４、拟以募股资金 １５０５ 万元，用于“年产 ６０００ 吨微量涂布纸项目”
（1）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
本项目已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兵经贸发[2000]111 号文件
批准立项。
（２）项目简介
微量涂布印刷纸是八十年代初日本首先新开发的涂布纸，微量涂布纸是涂
布量在 6-10g/m2 左右的机内双面涂布纸。它属于高级印刷纸，是介于铜版纸与
双面胶版纸之间的中档涂布纸，它价廉物美，在国际上，现已广泛用于中小学
生课本、书籍、杂志、广告、传单、商标、产品目录、说明书、小册子以及报
刊的插页。国外微量涂布纸发展很快，而我国起步较晚，目前总生产能力约 5
万 t／a。我国微量涂布纸有很大的潜力市场，据估计到 2000 年，我国微量涂布
纸的需求量约为 40 万吨。因此发展微量涂布印刷纸即可缓解目前市场急需，替
代进口，也可部分出口国际市场。
本项目建设于现有厂区内，在本公司现有 1 号长网造纸机的基础上，增加
一套热风干燥和微量涂布机，进口国外先进的软辊压光机等设备。
本项目是为了提高在现有产品的质量和档次，而在现有的生产流程中增加
了涂布和干燥工序，该工序只产生少量的粉尘污染，并不增加废水的产生。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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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生的少量粉尘，项目中专门配置了除尘设备，投资约 14 万元。上述除尘设
施的投资和运行费用已包括在项目的总投资和经济效益分析中。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环境保护局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批复，同意项目建设。
（３）投资估算与经济效益
项 目 总 投 资 1505 万 元 。根据新疆轻工业设计研究院编制的《项目建议
书》，项目建成达产后，正常生产期销售收入为 3334 万元/年，新增利润 286 万
元／年，投资利润率为 19%（按利润总额计算），投资回收期为 5.9 年（含建设
期 1 年）。
５、以上四个项目投资总额为 ２２３４１．９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可实募资
金 １６６３３．５ 万元，不足部分 ５７０８．４ 万元由公司向银行贷款解决。对于上述项目
募集资金的使用，本公司将本着专款专用、专户储存的方式管理，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方可使用，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承诺不将募集资金挪做他用。

五、投资项目实施方案
对于以上项目，中国轻工业北京设计院、新疆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新疆轻
工业设计研究院等甲级工程设计单位已根据国际国内产品市场、工艺技术情况
等对项目的产品市场、工艺技术方案、环保、安全及经济效益等进行分析研究
后分别编制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
上述项目主要由本公司组织实施，技术开发中心和生产技术部负责组织人
员的技术培训、设备购置安装。
为控制项目投资风险，使用好募集资金，公司已做出相应的安排，请参见
“第八节

公司治理结构”之“其他内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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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发行定价及股利分配政策

一、发行定价
本次股票发行拟采用上网定价方式进行。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考虑的主
要因素有：公司的成长性、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发行人拟投
资项目所需要的募集资金；发行人过往三年的业绩以及未来一年的预测业绩；
二级市场上可比公司的股价定位以及适当的一二级市场间价格折扣等。目前，
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大约为 60 倍，考虑到造纸行业的市场潜
力以及增长速度，发行人过往三年的盈利能力及增长速度，最近新上市公司的
市盈率水平等因素，本着谨慎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全面摊簿市盈率为 34.52
倍，确定发行价为 5.80 元/股，本次股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3.24 元。
如出现发行价格上申购量不足本次发行量，则剩余部分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如在发行价格上申购量超过本次发行量，则以抽签方式决定投资者和实际
获配售的股数。

二、公司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
本公司股票全部为普通股，股利分配将遵循“同股同利”的原则，按股东
持有的股份数额，以现金股利、股票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进行分配。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内，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该会计年度的经
营业绩和未来的发展规划提出股利分配政策，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执行。
公司将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实现股东价值，回报投资者。公司将在
可分配利润方式的选择范围内，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需要，并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以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弥补上一年度
的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百分之十；提取法定公益金百分之五；提取任意公积
金；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
取。提取法定公积金、公益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不
得在弥补公司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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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决议将公积金转为股本时，按股东原有股份比例派送新股。但法
定公积金转为股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

三、历年股利分配情况
公司 1999 年 12 月 30 日成立后，未进行过股利分配。

四、利润共享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后，预期首次股利分配时间在 2002 年 6 月底以前。经 2000
年 8 月 16 日 200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截止 1999 年底以前的滚
存可分配利润共 2,678,698.65 元及 2000 年起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待公司股票发行
上市以后由新老股东共享。

五、本次股票发行后，第一个盈利年度派发股利的计划
本次发行如能按计划完成，预计首次派发股利时间在 2002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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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信息披露制度及投资人服务计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公司制订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基本制度和投资
人服务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一）责任机构及相关人员
本公司负责信息披露事宜和与投资者联系的部门是证券部，主要负责人为
董事会秘书王巧玲，对外咨询电话为（0993）2515661-5555，2330。
公司董事会秘书应当履行的职责：准备和递交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的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出具的报告和文件；准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并负责会议的记
录和会议文件、记录的保管；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及
时、准确、合法、真实和完整；保证有权得到公司有关记录和文件的人及时得
到有关文件和记录；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规
定的其他职责。
（二）股东大会信息披露的规定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应当在会议召开三十日以前通知公司股东。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股东大会召开前三十日刊登召开股东大会的通
知并列明讨论的议题，公司至少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前五个工作日将全套股东
大会资料报送证券交易所。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在股东大会结束后当日，应当将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纪要报送证券交易所，
经证券交易所审查后在指定报刊上公布。
股东大会因故延期，应当在原股东大会召开前至少五个工作日发布延期通
知，延期通知中应当说明原因并公布延期后的召开日期。
董事会应依据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
事项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作出判断，在作此项判断时，股东的持股数额应以股权
登记日为准。如经董事会判断，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则董事会应书面通知关联股东，并就其是否申请豁免回避获得其书面答复。董
事会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完成前述工作，并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对此项工作
的结果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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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会议信息披露的规定
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应当在会后两个工作日内将董事会决议和会议纪要
报送证券交易所备案。
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涉及分红派息、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配股预案和公司
收购和出售资产、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应当及时披露的关联交易的事项的，必须
公告。
（四）监事会会议信息披露的规定
公司召开监事会会议，应当在会后两个工作日内将监事会决议报送交易所
备案，交易所认为有必要披露的，经交易所审查后在指定报刊上公布。
监事会会议通知应载明：举行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期限，事由及议题
以及发出通知的日期。
（五）报告的披露
公司披露的信息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定期报告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
中期报告，其他报告为临时报告。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前六个月结束后六十日以内编制公司的中期财务会计
报告，并披露中报摘要。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1 ］ 55 号文规定，本
公司将于 2002 年度起编制季报。
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一百二十日以内编制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并披露
年报摘要。上市公司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一百二十日内编制完成年度报
告，并披露年报摘要。
（六）公司的通知、公告
公司的通知通过专人送出、邮件方式送出、公告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形
式发出。
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公告方式进行的，一经公告，视为所有相关人员收到
通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以公告方式进行。
公司召开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通知，以专人送出方式或邮件方式或传真
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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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或盖章），被送达
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五个工
作日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因意外遗漏未向某有权得到通知的人送出会议通知或者该等人没有收到会
议通知，会议及会议作出的决议并不因此无效。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必须在公开披露前第一时间报送证券交易所。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
信息的报刊。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应当在至少一种指定报刊上公告，在其他公
共传媒披露的信息不得先于指定报刊。公司不得以新闻发布或答记者问等形式
代替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自公告刊登之日起一周内，应当将公告文稿的电脑文件（文本文件格
式）寄送证券交易所，并随附董事会确认电脑文件与公告文稿一致的函件。
公司自行联系公告事宜，未按规定日期公告的，应当在预定公告日开市前
通知证券交易所。
（七）其他事项
公司在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涉及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 10%时，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报告，由证券交易
所审查后决定是否公告。
公司涉及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销售和收购事项，按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
定的内容进行披露。
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内幕消息进行内幕交易和操
纵市场。
公司已经提醒披露文件涉及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
及相关人员对公司尚未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为自己或
他人谋取利益。

二、重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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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年 7 月 12 日，公司与造纸厂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以租
赁方式有偿使用 2 宗生产用地共计 281,685.85 平方米，年租金 169,011.51 元人
民币，宗地一（石河子市 12 号小区）租赁期限为 48 年，宗地二（石河子市工
2 小区）租赁期限为 50 年。租金每五年可由双方协商调整一次,调整幅度依照物
价上涨指数等因素由双方商定。1999 年 12 月 17 日，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土地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以租赁方式有偿使用 1 宗农业用地
共计 33,266,666 平方米，年租金 99,001.6 元人民币，租赁期限为 30 年。租金每
三年可由双方协商调整一次,调整幅度依照物价上涨指数等因素由双方商定。
2、2000 年 1 月 10 日，公司与造纸厂签订了《注册商标转让合同》，合同约
定，造纸厂同意将其拥有的“博雪”图形、“博雪”图文及“博峰”三个注册商
标无偿转让给本公司，并保证其以上注册商标不存在转让的任何法律障碍，保
证不向第三方转让或许可使用。
3、1999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与造纸厂签订了《综合服务合同》，由造纸厂
向本公司有偿提供倒班宿舍、汽车租赁、幼儿园教育等服务，公司将依据其提
供的服务及服务质量，按照市场价格定期向其支付服务费用。
此外，该《综合服务合同》还明确规定了公司向造纸厂提供必要的水、电、
暖服务的范围、收费标准、费用支付等事项。
4、1999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与造纸厂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
造纸厂向本公司租用办公楼第 3 层作为造纸厂之办公场所，总建筑面积 601.29
平方米，房屋租赁期为 10 年，租金为 1.32 元／平方米·月。
5、1999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与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造纸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签订《纸制品供应协议》；2000 年 8 月 20 日本公司与新疆
教育出版社签订《纸制品供应协议》；协议规定本公司于每一季度开始前的十五
日前向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造纸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新疆教育
出版社分别提供订单所列纸制品，价格不高于本公司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该
等纸品的市场价，若无市场价，则双方协议定价。结算时以实际供应量和实际
发生的费用进行结算。
根据上述《纸制品供应协议》，本公司与股东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于 2001
年 3 月 1 日签署了 2001 年度的纸制品订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本公司将向新疆
出版印刷集团公司供应文化用纸，该合同约定纸款按月结算、合同标的总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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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1700 万元、交货地点为乌鲁木齐市新疆出版印刷集团公司仓库。
根据上述《纸制品供应协议》，本公司与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于 2000
年 12 月 23 日签署了 2001 年度的纸制品订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截止至 2001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将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供应文化用纸，该合同约
定价款转帐结算、合同标的总额为人民币 575 万元、交货地点为乌鲁木齐市。
上述两份合同是关联交易合同，没有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除关联股东以外
其他股东利益的内容。
重大的纸制品供应合同还有：
（I）本公司与新疆新华印刷三厂于 2000 年 12 月 23 日签署了 2001 年度的
纸制品订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截止至 2001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将向新疆新
华印刷三厂供应文化用纸等产品，该合同约定价款转帐结算、合同标的总额为
人民币 1695 万元、交货地点为乌鲁木齐市。
（II）本公司与新疆工商银行干部管理学校印刷厂于 2000 年 12 月 24 日签
署了 2001 年度的纸制品订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截止至 2001 年 12 月 30 日，
本公司将向新疆工商银行干部管理学校印刷厂供应文化用纸，该合同约定价款
转帐结算、合同标的总额为人民币 1087 万元、交货地点为乌鲁木齐市。
（III）本公司与新疆永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2 月 24 日签署了 2001
年度的纸制品订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截止至 2001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将向
新疆永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供应文化用纸，该合同约定价款转帐结算、合同标
的总额为人民币 562 万元、交货地点为乌鲁木齐市。
（IV）本公司与江苏春雨文化教育传播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1 月 3 日签署了
2001 年度的纸制品订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本公司将向江苏春雨文化教育传播
有限公司供应文化用纸，该合同约定价款按月分别支付、合同标的总额为人民
币 834.37 万元、交货地点为江苏春雨文化教育传播有限公司指定的车站。
（V）本公司与新疆商惠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2 月 22 日签署了 2001
年度的纸制品订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截止至 2001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将向
新疆商惠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供应文化用纸，该合同约定价款转帐结算、合同标
的总额为人民币 544 万元、交货地点为乌鲁木齐市。
（VI）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博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市造纸公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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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部于 2000 年 12 月 20 日签署了 2001 年度的纸制品订货合同，根据该合同，
本公司于 2001 年内将向上海市造纸公司门市部供应文化用纸，该合同约定价款
货到结算、合同标的总额约为人民币 523 万元、交货地点为上海市南大路 30 号。
6、1999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与新疆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化
工产品供应协议》，协议规定新疆石河子祥和化工有限公司保证供应本公司订单
所列数量、质量之化工产品，价格不高于该公司向任何独立第三方供应该等化
工产品的当时市场价，若无市场价，则双方协议定价。结算时以实际供应量和
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结算。
7、银行借款合同
（I）本公司于 2000 年 5 月 26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石河子兵团分行营业部（债
权银行）签署了[（石兵部）农银借字（2000）第 0037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 2000 年 5 月 26 日至 2001 年 5 月 20 日，贷款利
率均按年利率 7.02%计算。本公司为该借款合同与债权银行签署了[（石兵部）
农银抵字（2000）第 0037 号]抵押合同，并以合法所有的机器设备提供了抵押
担保。
（II）本公司于 2000 年 6 月 28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石河子兵团分行营业部
（债权银行）签署了[（石兵部）农银借字（2000）第 0051 号]借款合同，借款
金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 2000 年 6 月 28 日至 2001 年 6 月 18 日，贷
款利率按年利率 7.02%计算。本公司为该借款合同与债权银行签署了[（石兵部）
农银抵字（2000）第 0051 号]抵押合同，并以合法所有的机器设备提供了抵押
担保。发行人已向债权银行归还了该合同项下 200 万元借款。
（III）发行人于 2000 年 8 月 15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石河子兵团分行营业部
签署了[（石兵部）农银借字（2000）第 0071 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 2000 年 8 月 15 日至 2001 年 8 月 14 日，贷款利率按年利
率 7.02%计算。石河子南山水泥厂为该借款合同提供了担保。
8、抵押合同
（I）本公司为[（石兵部）农银借字（2000）第 0037 号]借款合同、于 2000
年 5 月 26 日同中国农业银行石河子兵团分行营业部（债权银行）签署了[（石
兵部）农银抵字（2000）第 0037 号]抵押合同，根据该合同，本公司以合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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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作价 21,670,058 元人民币的机器设备抵押给债权银行作为该借款合同项下
人民币 1,000 万元借款的抵押担保。本公司已为该等抵押事宜办理了抵押登记
并获发了[石工商押字第 2000-04 号]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证。
（II）本公司为[（石兵部）农银借字（2000）第 0051 号]借款合同、于 2000
年 6 月 28 日同中国农业银行石河子兵团分行营业部（债权银行）签署了[（石
兵部）农银抵字（2000）第 0051 号]抵押合同，根据该合同，本公司以合法所
有的作价 12,402,457 元人民币的机器设备抵押给债权银行作为该借款合同项下
人民币 1,000 万元借款的抵押担保。本公司已为该等抵押事宜办理了抵押登记
并获发了[石工商押字第 2000-05 号]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证。
9、技术服务合同
本公司与济南大明环保新技术研究所（下称“环保研究所”）于 2000 年 8
月 11 日签署了“关于固化燃烧法造纸黑液治理项目”的技术服务《合同书》，
根据该合同，本公司将按约定提供黑液、草渣及治理黑液所需的设备、水、电、
有关设备的安装材料等，环保研究所将按约定向本公司提供全套工程设计、全
套设备的安装调试指导、对本公司有关人员的技术培训及运送有关技术设备的
技术服务，该合同约定本公司为其所获得的该等技术服务将分四期向环保研究
所支付总计人民币 218.3 万元的费用。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止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诉沙湾印刷厂返还人民币 138,129.3 元
纸款、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博天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诉长城出版社返还人
民币 727,876.12 元纸款的诉讼尚在进行之中；其中，本公司诉沙湾印刷厂返还
人民币 138,129.3 元纸款一案已于 2000 年 12 月 12 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
县人民法院“（2000）沙经初字第 32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沙湾印刷厂向本公
司返还货款 138,129.3 元人民币。本公司及本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认为该等诉讼事项不会对本公司本次股票公开发行上市造成任何实质性严
重不利影响。
截止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公司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其他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５－１－129

第十四节

董事及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
关于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会成员签字：
李国民

王玉柱

赵云忠

王波

王巧玲

余盟甫

卫志江
范聪卓

曹彦

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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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声明

本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主承销商（盖章）：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授权代表人（签字）：李仁杰

项目负责人（签字）：康米和

杨文波

２００１ 年

５－１－131

６ 月

７ 日

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已经本所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
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卢建康

负责人：卢建康

刘凝

刘凝

2001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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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声明

本所及经办会计师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
财务报告已经本所审计，盈利预测已经本所审核（如有），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
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义勤

葛炳法

负责人：刘继忠

2001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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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华洲资产评估事务所
关于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声明

本机构保证由本机构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资产评估
数据已经本机构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新疆华洲资产评估事务所（盖章）：

经办资产评估师：王进江

雪亚立

负责人：姜方基

2001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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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声明

本机构保证由本机构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资产评估
数据已经本机构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经办资产评估师：赵斌
负责人：

张灵美

张灵美

2001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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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的声明
本机构保证由本机构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
及有关数据已经本机构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验资人员：张义勤

刘继忠

负责人：刘继忠

200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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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 日

第十五节 附录
附录作为本招股说明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已审会计报表及盈利预测报告。
附录一：已审会计报表
附录二：盈利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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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查阅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具体如下：
（一）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
件
１、政府部门和证券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
（二） 招股说明书的附录文件
１、为本次发行而编制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原件
２、发行人律师对本次股票发行的法律意见书及其他有关法律意见
３、盈利预测报告及其审核报告的原件
４、发行人历次验资报告
５、历次资产评估报告及有关确认文件
（三） 其他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
１、发行人成立的批准和注册登记文件
２、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内部规定
３、发行人的营业执照
４、发行人的发起人协议
５、关于本次发行事宜的股东大会决议
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大合同
７、本次承销的有关协议
８、有关增资或资产重组的法律文件
９、历次股利分配的决议及记录
１０、有关关联交易协议
（四） 其他相关文件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９：３０－１２：００，下午 ３：００－５：３０。
查阅地点：公司及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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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３０００ 万股 Ａ 股
网上路演推介活动公告

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采取上网定
价发行的方式公开发行 ３０００ 万股 Ａ 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新股
发行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司推介的通知》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３：３０－１７ ：３０，在和讯网
（ｗｗｗ．ｈｏｍｅｗａｙ．ｃｏｍ．ｃｎ）上进行公司推介活动，届时参加人员为：
发行人董事长李国民先生、总经理赵云忠先生、财务负责人陈仁玉
先生、董事会秘书王巧玲女士、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银行部总经理杨帆、项目组康米和、杨文波先生。

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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