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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文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投資

要約、建議或推薦，讀者務請運用個人獨立思

考自行作出投資決定，如因相關建議/數據招致

損失一概與筆者無關。 

http://stockbisque.wordpress.com 
2012 年 5 月 29 日 

 

陽光紙業 2010、2011 年報沒有披露任何新擴產投資而新的 50 萬噸塗布白麵牛卡紙生產線亦於 2011 年初投產，

所以估計陽光紙業的發展會慢下來。鑒於公司新收購了一家生產裝飾紙公司而裝飾紙毛利率比陽光紙業現有的

產品毛利高約 10%[註 1]和根據網路消息，公司收購的 35,000 噸裝飾紙項目，預計一年營業額可達 5 億元(人民

幣．下同)，所以筆者在三月初寫了一篇名為“新收購裝飾紙 值得憧憬”的評論。[註 1：於 2011 年裝飾紙主要生產

原料特別是鈦白粉(Titanium dioxide)價格大幅飄升，裝飾紙毛利大不如前，不過近來鈦白粉價格已開始下調、裝飾紙毛利回

穩。] 
 

  近日跟進陽光紙業於網頁發佈一篇標題為“高檔印刷包裝生產線試機成功”的消息。一查之下發覺自己真是

井底之蛙，因為公司正默默耕耘興建一系列比新收購裝飾紙更大、潛力更強的項目。 
 

  根據昌樂媒體報導和當地政府網站消息，陽光紙業正在(1)興建 15 億元建設的高檔印刷包裝產業園(又稱為

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項) (2) 投資 10.1 億元高端特種紙產品，(3)當然之前提及的裝飾紙項目正在籌畫中。 

 

以下總結搜集得來消息：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15億元建設的高檔印刷包裝產業園億元建設的高檔印刷包裝產業園億元建設的高檔印刷包裝產業園億元建設的高檔印刷包裝產業園(又稱為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項又稱為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項又稱為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項又稱為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項) 

 

消息日期消息日期消息日期消息日期 消息內容消息內容消息內容消息內容 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 

2011 年 5 月 28 日 
www.clcmw.com 

“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專案建築面積 18 萬平方米，共由包裝創

意設計中心、包裝產品示範製造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3 個部分組

成。目前，該專案 5 萬平方米的標準廠房已經開工建設，成品倉

庫已經完工，道路硬化已經完成 80%，同時，消防工程、地下水

工程也已開工建設。” 

(註註註註：：：：5 萬平方米約等於 7 個足球場；18 萬平方米約等於 25 個足球場。) 

“我們這個項目計畫建

設期是一年，建成投產

之後，預計可實現銷售

收入 24 億多元，年利

稅總額近 4 億元。” 

2011 年 8 月 22 日 
http://news.163.com 

“今年，陽光紙業集團又投資 30 億元新上了陽光高檔印刷包裝產

業園，研發生產高檔生活用紙、航空用紙、特種紙及海洋產品包

裝用紙等產品。”  

“專案全部建成後，集團

總資產將達到 65 億

元，年實現主營業務收

入 110 億元，利稅 15

億元” 

2012 年 2 月 14 日 
http://kfq.changle.gov.cn 

“今年該集團又融資 13 億元建設 25 萬噸包裝印刷工業園、申易

物流運輸中心和彩噴相紙專案，目前申易物流運輸中心正在建

設，25 萬噸包裝印刷工業園和彩噴相紙項目近日開工” 

(註註註註：：：：申易物流為陽光紙業全資子公司。) 

 

2012 年 2 月 18 日 
www.clcmw.com 

陽光紙業全資子公司彩虹包裝製品有限公司原有的預印紙生產設

備已經相對落後，彩虹包裝製品將整體搬遷到新印刷包裝產業園

及採用全新設備生產。 

“單純生產白麵牛卡紙的

毛利率約為 20%，而採用

預印技術的同類紙張毛利

率能達到 30%以上的水

準” 

2012 年 4 月 2 日 
www.sunshinepaper.com.cn 

陽光紙業“上馬了 1.25 億平方米/年高檔印刷包裝工業園項目。該(第一期)

項目投資 2 億元，印刷車間面積 5 萬平方米，年產紙板能力 1.25 億平方

米，產紙箱能力 8000 萬平方米，其中包括兩條瓦楞紙板生產線、3 台聯

動印刷機、膠印機以及釘箱機、粘箱機、打包機、地滾物流系統等配套

設施。專案經市場調研及大量的技術交流後，自去年 5 月份開始進行施

工，今年 2 月份土建完成，進入全面設備安裝階段，3 月底設備基本安

裝完畢，進入單機調試階段。” 

“試機自 4 月 1 日早 7 時開始，經過 20 多個小時的努力，終於獲得圓滿

成功，瓦楞紙板成功產出，並印刷裝訂成型”… “這次試機成功僅是高檔

印刷包裝專案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接下來，將對印刷包裝生產線進行工

藝改進、設備完善等，生產出市場一流的新概念包裝產品” 

 

2012 年 4 月 13 日 
http://www.clcmw.com 

管理層在接受訪問時預計 5萬平方米的包裝中心到 4月 20日之前

整個項目基本上能正常生產、稍候會安裝預印機。 

“高檔印刷包裝項目投資

15 億元，一期工程將於 5

月份建成投產，全部建成

後，年可實現銷售收入 25

億元，利稅 4 億元” 

 

S
to

ck
 B

is
qu

e



陽光紙業(02002) Page 2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10.1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10萬噸特種紙項目萬噸特種紙項目萬噸特種紙項目萬噸特種紙項目 

 

消息日期消息日期消息日期消息日期 消息內容消息內容消息內容消息內容 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 

2012 年 3 月 24 日 
www.changle.gov.cn 

“世紀陽光紙業集團今年又投資 10.1 億元新上了 10 萬噸特種紙項

目，現已開工” 

“世紀陽光紙業集團投資 15 億元的高檔印刷包裝產業園正在安裝

設備，預計 7 月 5 號建成投產，今年又投資 10.1 億元新上了 10

萬噸特種紙項目，場地已經平整完成，正在辦理環評能評手續” 

 

2012 年 3 月 2 日 
www.sd.xinhuanet.com 

“2 月 29 日上午，山東世紀陽光紙業集團 10 萬噸特種紙專案開工

奠基儀式隆重舉行” 

“山東世紀陽光紙業集團也實現了新的跨越。今天開工的 10 萬噸

特種紙專案，技術先進，產品高端，不僅對於企業進一步做大做

強，而且對於全縣工業經濟發展壯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希望專案包靠領導、責任單位和有關部門為專案建設提供全過

程、全方位的優質服務，切實幫助解決專案建設中遇到的困難和

問題。希望山東世紀陽光紙業集團精心組織、加強調度，加大投

入、加快建設，確保項目早竣工、早投產、早達效。” 

“該項目總投資 10.1 億

元，全套引進德國技術、

設備和工藝，並配備建設

世界一流的中央實驗

室，著力打造世界高端特

種紙產品，填補國內市場

空白。項目投產後，年可

實現銷售收入 15 億元，

利稅 3.5 億元。”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2.03億元投得的億元投得的億元投得的億元投得的 35,000噸裝飾紙項目噸裝飾紙項目噸裝飾紙項目噸裝飾紙項目 

 

消息日期消息日期消息日期消息日期 消息內容消息內容消息內容消息內容 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潛在收益或盈利貢獻 

2012-05-21 
www.smesd.gov.cn 

“加快與日本王子公司談判特種紙專案進度” 
 

 

繼 4月 19日提及陽光紙業將夥拍日本王子制紙集團和一家法國背景的香港公司共同投資壽光阿爾諾特種紙項目

後，最新的消息是合作計畫還在商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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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解說解說解說(一一一一)：：：：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 

“海洋產品包裝解決中心項目是山東世紀陽光紙業

集團按照國家實施的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戰略，根

據國內日益增長的高檔包裝市場高檔包裝市場高檔包裝市場高檔包裝市場和海洋產品包裝海洋產品包裝海洋產品包裝海洋產品包裝

市場需求而投資建設的紙品深加工項目，該項目充

分利用公司年產 50 萬噸塗布白麵牛卡紙規模優勢

以及豐富的造紙、印刷、包裝的生產和管理經驗，

以高起點的預印技術和裝備，為國內外客戶提供傑

出的紙箱包裝解決方案。” 

來源：“世紀陽光：打造行業領軍企業”，昌樂傳媒網 

解說解說解說解說(二)：：：：彩色瓦楞紙箱的生產技術彩色瓦楞紙箱的生產技術彩色瓦楞紙箱的生產技術彩色瓦楞紙箱的生產技術 

傳統彩色瓦楞紙箱的生

產方法(“後印技術後印技術後印技術後印技術”)是

先在單片紙箱面紙上以

膠印的方法進行印刷，

然後利用貼面機將印刷

好的面紙與瓦楞紙貼

合，再用模切機切成所

需紙箱形狀。 

而預印技術預印技術預印技術預印技術是使用大型

進行印刷，然後將捲筒

紙上瓦楞紙生產線做成

瓦楞紙箱板，最後用模

切機切成所需紙箱形

狀。 

凹版印刷機在捲筒紙上

預印技術相對後印技術法有下列的優點： 

可獲得更高的印刷品質可獲得更高的印刷品質可獲得更高的印刷品質可獲得更高的印刷品質，，，，適應性更廣適應性更廣適應性更廣適應性更廣：：：：預印技術採用

凹版印刷機或柔版在平滑的紙張表面印刷，而後印技

術採用印刷開槽機在凹凸不平的紙板表面進行印

刷。相對後印技術，預印技術層次更豐富、色彩更鮮

豔的、品質也會更穩定可靠。 

可使瓦楞紙板獲得最高強度可使瓦楞紙板獲得最高強度可使瓦楞紙板獲得最高強度可使瓦楞紙板獲得最高強度：：：：由於預印技術不用在紙

板成型後對其壓印，可避免造成瓦楞變形和紙板強度

減弱。在後印技術，每印刷一色都會使瓦楞紙板產生

或多或少的變形，色數越多，變形越大。 

生產效率高生產效率高生產效率高生產效率高，，，，廢品率低等廢品率低等廢品率低等廢品率低等：：：：凹版印刷捲筒紙印刷速度

達快，而傳統平張紙的膠印和貼面等工序速度慢，人

工成本高，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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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三個項目的利潤預測綜合以上三個項目的利潤預測綜合以上三個項目的利潤預測綜合以上三個項目的利潤預測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新增銷售額新增銷售額新增銷售額新增銷售額 新增利稅總額新增利稅總額新增利稅總額新增利稅總額 
新增稅後淨利潤新增稅後淨利潤新增稅後淨利潤新增稅後淨利潤 
(以以以以 25%稅率計算稅率計算稅率計算稅率計算) 

項目 1：15 億元建設的高檔印刷包裝產業園 24 億多元 近 4 億元 近 3 億元 

項目 2：10.1 億元 10 萬噸特種紙項目 15 億元 3.5 億元 2.625 億元 

項目 3：2.03 億元投得的 35,000 噸裝飾紙項目 5 億元 
0.75 億元 

(假設稅前利潤為 15%) 
0.563 億元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4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8.25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6.188億億億億元元元元 

 
 

由於以上一系列的項目很大程度還在建設中，6.188 億元的新增淨利潤純是數字遊戲。雖然裝飾紙項目快將本年

7 月投產，高檔印刷包裝產業園的第一期據報導經已投產，但餘下的高檔印刷包裝產業園的第二期及 10.1 億元

10 萬噸特種紙項目最快也要 2013/2014 才完工，所以現在只好靜觀其變。 

 

        6.188 億元的新增淨利潤是一個什麼概念呢？陽光紙業 2010 及 2011 年全年淨利潤分別為 174,322,000 元及

88,509,000 元，換句話說新增項目是過往利潤的 3、4 倍! 

 

  現在環球以致中國經濟異常波動，明年的數字太遙遠了，暫且擱置一邊。先看陽光紙業固有業務。 

 
 

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 

 

最近的發展/消息:- 

 根據公司 2011 年報，今年春節過後造紙業營商環境改善 

 明報 2012 年 3 月 12 日報導 “木漿價格自去年 5 月見頂回落，至今年初一度累跌三成。” 

 明報 2012 年 4 月 2 日報導“木漿價高位回落 25%” 

 陽光紙業公司網頁 2012 年 04 月 10 日首季完成產量 246,468 噸，超出計畫產量 2232 噸。據此，以全年設計

年產量 1,100,000 噸計算，產能首季利用率為 89.6%，較 2011 年 85.8%的全年產能利用率提升了 3.8%。 

 2012-03-24 昌樂經濟開發區轉載中國昌樂網訊一篇報道，內容指“1-2 月份...陽光紙業、含羞草等 6 家企業的

主營業務收入增幅達 70%以上” (註註註註：：：：a.含羞草是一家婦女衛生用品、成人紙尿片、嬰兒護理用品生產商； b. 陽

光紙業 1-2 月份業務收入增幅達 70%以上有點相確餘地。筆者相信跟隨產量變動，業營業額只有小幅的增長。) 

 

綜合以上消息綜合以上消息綜合以上消息綜合以上消息，，，，2012年上半年業績推測年上半年業績推測年上半年業績推測年上半年業績推測 
 

原材料佔陽光紙業銷售成本的 78%，就以木漿、廢紙回落保守的 20%計算，毛利就可回升 15.6%(78%x20%)，

亦即是說毛利率從 2011 年下半年的 15.4%回升到 17.8%。再加上產能提升和銷售增加，陽光紙業 2012 年上半年

營業額和毛利有望創新高，看來毛利上破 400,000,000 元不是沒有可能。 

 

  不過陽光紙業一身債，如果淨利潤能接近 2011 年同期已經是可喜可賀了。至於下半年業績，隨著裝飾紙項

目和第一期印刷包裝產業園開始帶來一點盈利，整體業績應會略為改善，不過一切視符紙價和中國內需有沒有

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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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陽光紙業 2009-2011 年上、下半年綜合全面收益表和三年周線股價圖。樂觀的看，筆者的目標價仍然為 200 天平均價，即 HK$1.11。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隨著木漿、廢紙價格回落，陽光紙業 2012 年上半年業績預計會較 2011 年下半年穩妥一些。長遠來看如果公司完全落實三個高增值項目，利潤

將會較過去大幅提升。陽光紙業規模遠較玖龍紙業(02689)或理文造紙(02314)為小，但就是因為規模小，利潤可以大幅提升。 

 

陽光紙業最大的風險是高負債，不過這是紙業的通病。投資者要自行評估承受風險能力做出適當的投資決定。 

RMB'000 2011-H2 2011-H1 2010-H2 2010-H1 2009-H2 2009-H1

收益 1,963,751 1,757,438 1,367,033 1,089,507 928,252 769,426

銷售開支 -1,661,076 -1,433,976 -1,128,778 -872,311 -792,234 -669,096

毛利 302,675 323,462 238,255 217,196 136,018 100,330

其他收入 58,076 24,353 48,285 47,585 34,171 33,166

其他開支 3,468 -3,468 8,917 -8,917 3,145 -3,145

分銷及銷售開支 -115,518 -88,745 -58,736 -63,407 -50,357 -54,103

行政開支 -66,618 -64,538 -66,733 -49,548 -42,355 -32,890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528 163 -1,550 -7,564 -6,945 -189

融資成本 -161,156 -96,985 -54,091 -46,924 -31,792 -26,765

除稅前利潤 21,455 94,242 114,347 88,421 41,885 16,404

所得稅開支 -8,936 -18,252 -18,539 -9,907 -6,455 -4,371

半年度利潤及全面收益總值 12,519 75,990 95,808 78,514 35,430 12,033

應佔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665 70,737 92,833 76,781 32,006 10,141

　非控股權益 854 5,253 2,975 1,733 3,424 1,892

12,519 75,990 95,808 78,514 35,430 12,033

陽光紙業2009-2011年上、下半年綜合全面收益表

每股盈利-基本每股盈利-基本每股盈利-基本每股盈利-基本、、、、攤薄(元)攤薄(元)攤薄(元)攤薄(元) 0.01 0.09 0.02 0.19 0.02 0.03

資產負債比率 129.2% 139.6% 143.3% 132.3% 83.4% --

以下細項佔收益的百分比以下細項佔收益的百分比以下細項佔收益的百分比以下細項佔收益的百分比

 毛利 15.4% 18.4% 17.4% 19.9% 14.7% 13.0%

 本公司擁有人全面收益總額 0.6% 4.0% 6.8% 7.0% 3.4% 1.3%

 分銷及銷售開支 5.9% 5.0% 4.3% 5.8% 5.4% 7.0%

 行政開支 3.4% 3.7% 4.9% 4.5% 4.6% 4.3%

 融資成本 8.2% 5.5% 4.0% 4.3% 3.4% 3.5%

稅率(全年)

註：於2011年年報"其他收入"及"其他開支"合拼為"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註：橙色為特別留意數字

23.5% 14.0% 18.6%

數據來源：公司年報。下半年數據(H2)=全年數據-上半年數據(H1)。

國內廢紙 33%

海外廢紙 20%

木漿 15%

化學品及添加劑 10%

製造開支 20%

(如折舊、電力及蒸汽等)

勞工成本 2%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00%

78%

2012年銷售開支的组成

 

據說年初至今木漿價累跌最多

高達三成，假設木漿、廢紙回落

的 20%計算，加上產能提升、銷

售增加，2012 年上半年毛利上

破 400,000,000 元不是沒有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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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好了，說了一大堆數位，輕鬆一下，通過以一下圖片(見附件 1)看看陽光紙業包裝產業園在建情況。有興趣的讀

者可以自行到昌樂傳媒網(www.clcmw.com)看原汁原味的報導和視頻。 

 
 

報道報道報道報道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1 2011-5-28 
世紀陽光：打造行業領軍企業 
www.clcmw.com/clcmw/changle/2011/05/28/085853.shtml 

2 2011-9-12 
昌樂建設者堅守崗位度中秋 
http://www.clcmw.com/clcmw/changle/2011/09/12/072649.shtml 

3 2012-2-18 
昌樂：加快項目建設 積聚發展潛力 
http://www.clcmw.com/clcmw/changle/2012/02/18/081640.shtml 

4 2012-4-14 
大項目建設如火如荼 
www.clcmw.com/clcmw/changle/2012/04/14/064438.shtm 

 
 

  雖然在香港只是一隻小型股，但在山東昌樂，陽光紙業屬於重點企業所以不時有當地媒體報導。近年中國

民企造假嚴重，香港投資者為了保障自己的血汗錢可以通過互聯網跟蹤內地媒體的報導。由於當地媒體經常報

導陽光紙業的新聞，我想陽光紙業造假的風險也遠較其它 2、3 線股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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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2011-5-28 
世紀陽光：打造行業領軍企業 
www.clcmw.com/clcmw/changle/2011/05/28/0858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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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1-9-12 
昌樂建設者堅守崗位度中秋 
http://www.clcmw.com/clcmw/changle/2011/09/12/0726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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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2-2-18 
昌樂：加快項目建設 積聚發展潛力 
http://www.clcmw.com/clcmw/changle/2012/02/18/0816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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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4-14 
大項目建設如火如荼 
www.clcmw.com/clcmw/changle/2012/04/14/064438.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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