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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栋建设 

股票代码 6003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莉 贾雪 

电话 028-86119148 028-86119148 

传真 028-86154162 028-86154162 

电子信箱 zl@guodong.cn wshijiaxue@163.com 

1.6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如下：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母公司）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41,616,771.21

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年未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24,203,355.86 

元，扣除 2015年派发现金股利11,808,800.00元后，2015年度末公司（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 70,777,784.65

元。鉴于公司 2015 年度亏损的客观事实，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拟定 201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余额留存至下一年度。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摘要 

2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说明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人造板制造和销售业务。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为中（高）密度纤维板。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纤维板生产线设计产能合计达到 87 万 m3/a，是我国西南地区产能最大的纤

维板制造企业，年产能位居全国纤维板制造行业前列。公司目前可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厚度为 2.0-40mm 不同

规格的纤维板产品，是产品规格最齐全的纤维板生产企业之一，产品甲醛释放量可根据客户需求稳定地控

制在 E2 或 E1 级标准范围内，最低可达到 3mg/100g 以下，低于欧洲和日本 E0 级环保标准。公司是四川省

林业厅和国家林业局认定的省级和国家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国栋”牌中（高）密度纤维板、刨花板、

强化木地板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四川名牌产品称号。公司的“国栋”牌商标于 2006 年获得国家工商总局

颁发的“中国驰名商标”称号，并被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四川省著名商标”称号。公司被中国产

品质量协会授予“国家级征信企业”和“2011 年度全国质量守信企业”称号，并连续 19 年获得省级“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荣誉称号。 

2、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主要原材料（木材）、主要辅助材料和所需能源动力的采购均由公司供销部统一

采购，其中南充国栋生产纤维板所需的木材在周边就近采购。公司木材原材料供应商包括农民、采伐承包

商。川内木材原料市场较为透明且价格变动较频繁，公司统一制订木材采购价格和标准在相关厂区对外公

布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动情况适时调整，通常不与供应商签订长期的收购协议，供应商自行组织送货至公司。

木材收购款的结算方式一般为公司收到木材后约一周左右时间内，公司采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林木采伐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主要是考虑采伐的木材含水量较低、采伐行为对木材萌芽更新的影响以及便于采伐作

业等因素，在四川地区相对集中在前一年九、十月至次年三、四月份。公司一般在此期间会适当增加对原

材料木材的收购并储存。辅助原材料采购采取与省内化工原材料生产厂家或者经销商签订年度供货协议的

方式。结算方式分为两种：一是采取先款后货的方式，主要针对尿素；二是采用月结方式，主要针对甲醇

及其他辅助原材料。 

（2）生产模式：公司采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的原则，具体方式为：在供销部对市场需求情况

进行调查并归集订单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公司产品库存数量和以前年度同期和本年度已经销售情况等因素，

决定公司当月纤维板的生产数量和产品规格；同时，根据生产计划和原材料的库存量决定原材料的采购。

最终生产计划经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核后下达，并由公司本部和下属子公司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具体生产则

由各生产基地组织，各种规格纤维板的生产都有一套成熟的工艺数据，数据设定后按自动化流程进行生产，

人工干预少，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波动由工艺员负责调整。生产线监控设备完备，对纤维含水率、板坯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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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板重量、各种消耗等都实行在线监测，及时调整。产品质量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企业标准进行控制。每

个生产班组设工艺员一名，其主要职责是按工艺要求调整生产，随时测量板的厚度，检查强度、外观尺寸

等参数。质检室每班都对纤维含水率、板的物理力学性能进行抽检和质量反馈。成品依据检验情况分成四

个等级：优等、合格、调试品和废品。检验后再盖章标明其生产日期、砂光日期、生产班组、产品等级等

信息后入成品库。检验后的信息及时反馈到生产技术部和车间，以便及时调整工艺。 

（3）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市场为导向”和“客户至上”的销售原则，具体销售方式包括： 

①公司直接销售，即与终端客户直接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直接销售给客户； 

②网点经销商销售，即通过实地考察和综合比较，在主要地区选择经销商，各经销商负责相应区域的

销售。同时，建立客户管理系统，与重要经销商建立紧密型长期合作关系。 

（二）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人造板产业是提高我国木材资源综合利用率、扩大人工林种植面积、增

加森林碳汇、保护森林资源、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在国家多项政策的大力

支持下，我国人造板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人造板生产、消费和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国。但近年来，

人造板行业已是完全竞争性行业，总体呈现出个别产品总量过剩、过度竞争以及低端市场竞争激烈、高端

市场供应略显不足的局面。 

2、行业周期性特点：人造板行业需求主要来源于人们的居住需求，其景气状况与房地产行业紧密相关。

从中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家具、地板、

房屋装修市场等需求也将不断增长，人造板行业也将保持较长时期的景气周期。林木采伐具有一定的季节

性，主要是考虑采伐的木材含水量较低、采伐行为对木材萌芽更新的影响以及便于采伐作业等因素，在四

川地区相对集中在前一年九、十月至次年三、四月份。公司一般在此期间内会适当增加对木材原材料的采

购并储存。人造板主要供给下游家具、建筑装饰、地板、包装等行业。根据中国社会的传统消费习惯，每

逢“十一”黄金周、元旦和春节等节日期间人造板下游产品的需求旺盛，通常在 9～12 月份之间增加产量

为旺季备货，对人造板的需求量会有较大幅度地增长，相对上半年而言，下半年为旺季。 

3、公司的行业地位：公司是我国西南地区产能最大的纤维板制造企业，纤维板产能居全国第五位，为

87 万 m3/年，但平均单线生产能力最高，为 21.5 万 m3/年，远高于全国平均单线生产能力和同行业竞争者

的单线产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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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3,411,929,535.68 3,486,007,317.62  -2.13% 3,274,299,07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4,711,382.92 2,143,056,930.00  24.81% 2,148,870,114.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92,125.65 50,995,862.18 -123.52% 77,252,426.73 

营业收入 564,425,720.51 773,026,816.16  -26.98% 744,839,85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09,858.14 6,037,634.36  -1,045.90% 74,849,77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0,294,886.14 4,551,856.17 -1,424.62% -104,756,762.14 

营业利润 -64,520,562.24 -4,416,381.56  -1,360.94% 51,377,289.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0.28% 
减少2.52个

百分点 
3.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04 -1,100.00%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04 -1,100.00% 0.05 

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报告期末前三年内，2015年3月12日，公司完成

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总股本由1,180,880,000股变更为1,510,550,000股，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

益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按照新股本总数重新计算列报。 

四、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7,372,617.59 205,457,639.11 144,868,346.71 116,727,11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43,146.88    26,321,606.25   22,389,194.11 -98,077,51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298,964.46 26,321,606.25 22,389,194.11 -101,262,53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729,960.00    95,658,168.80     894,392.76 -49,814,727.21 

五、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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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3,6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4,87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四川国栋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329,670,000 687,730,570 45.53 329,670,000 
质押 

659,67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孙福忠 0 15,203,200 1.0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孟庆龙 0 7,665,692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春鸣 0 6,865,568 0.45 0 质押 6,000,000 境内自然人 

周义廉 0 5,381,81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劳锦达 0 4,680,000 0.3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韩露露 0 3,500,000 0.2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华 0 3,447,302 0.2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丹胜 0 3,300,000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孙平 0 3,017,300 0.2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春鸣系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四川国栋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与王春鸣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有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王春鸣 

55.00% 

 

45.53% 

 

0.45％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5.53%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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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2日，公司向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单一发行了32,967万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原来的30.32%增加至45.53%。 

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遭遇到不少预期内和预期外的冲击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受国

内需求总体偏弱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生产领域中原材料、燃料价格持续下降，工业领域

结构性通缩风险较为突出；伴随经济增速下行，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经营效益持续

艰难；当前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仍未全面恢复，与房地产业紧密相关的建筑、水泥、钢铁、家具等产业仍处

于持续低迷和产业调整状态。面对2015年严峻的实体经济环境，公司重点做好了以下工作： 

（一）报告期内完成了秸秆刨花板生产线的技改，成功生产出E0级刨花板产品，同时，成功完成利用

建筑废弃模板为原材料的刨花板产品技术创新，大幅提高了刨花板产品的毛利率； 

（二）继续推进为控股股东国栋集团承建的“国栋·南园贰号”房地产项目工程施工管理和总承包业

务，截止报告期末已完成预算工程量的80.03%； 

（三）应国家环保部对人造板生产过程排放和产品环保要求的提高和为解决双流45万m
3
/年纤维板生产

线产能瓶颈的问题，公司对纤维板生产线进行了相应技改； 

（四）对外融资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第二轮非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 59,999.94 万元，募

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效降低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费用，从而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增强了公司资金实力，有利于促进公司良性发展。 

（五）项目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双流国栋酒店顺利完成装修收尾和开业筹备准备工作。 

2015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53,665.17 万元，较 2014 年减少 28.81%，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6,442.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6.98%；实现营业利润-6,452.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360.94%；实现

净利润-5,707.9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044.93%。 

七、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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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7.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