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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2                             证券简称：青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7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无异议。 

3、公司负责人李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汪玉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彩明声明：保

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4、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5、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6、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仍为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85,92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青松股份 股票代码 3001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骆棋辉 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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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回瑶工业园区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回瑶工业园区 

传真 0599-5820900 0599-5820900 

电话 0599-5820265 0599-5820265 

电子信箱 luoqihui@greenpine.cc chengli@greenpine.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松节油深加工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即以松节油为主要原料，通过化学加工方

法生产合成樟脑系列产品、冰片系列产品、香精香料等精细化工产品。 

（1）合成樟脑系列产品主要包括：合成樟脑、异龙脑、乙酸异龙脑酯、莰烯、双戊烯、乙酸钠等； 

（2）冰片系列产品主要包括：冰片、小茴香油等； 

（3）香精香料主要包括：龙涎酮和乙酸苄酯等。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日化、医药、农药、饲料、纺织、皮革、塑料等化工行业，特别是作为医药及医

药中间体、香精香料原料、部分农药中间体、工业功能材料，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稳定的供应商体系，遵循GMP的要求进行原材料采购，所有原材料供应商均通过公司质量

管理部门的质量审核，成为公司的合格供应商后才能进行采购交易。采购部门根据公司年初下达的销售总

计划来制定原材料采购计划，并根据原材料季节性供应及价格波动情况适时制定采购策略。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以市场为导向，由公司每年初下达年度销售总计划，生产部门制定详细的月度生产作业计

划由车间及子公司负责实施，并根据市场销售情况进行调整。 

公司重视安全生产，严格把控质量，每批产品经过质量检验合格、批生产记录审核合格和批检验记录

审核合格后，无异常情况方可入库和对外销售。 

（3）销售模式 

公司拥有一个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营销团队，通过积极拓展国内和国际市场，积累了稳定的客户

群体，产品获得了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全球主要市场的认证。 

公司产品销售包括国内销售和国际销售,国内销售采用直销方式，国际销售采用自营出口和贸易商相结

合的模式，2018年销售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主要从事松节油深加工行业的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应用于医药、香精香料、工业、

日化等领域。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公司通过产品提价、技术改造、节能降耗等方式转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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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的风险，使公司整体毛利率保持平稳上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157.11万元，同比增长

75.24%；实现营业利润47,232.53万元，同比增长270.01%；综合毛利率40.89%，同比提升12.52%；合并报

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35.27万元，同比增长322.55%。 

4、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林产化学品深加工行业，生产所需主原料松节油是一种天然可

再生的绿色原料，其生产的产品可替代部分石化产品，从而减少对不可再生石化资源的依赖和消耗；松节

油深加工行业是典型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行业，符合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的发展理念。《全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2011-2020）》中提出以

实现林业生物质能源对石化能源的部分替代为目标，对松节油深加工行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此

外，《福建省林业产业振兴实施方案》的实施对行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国家在安全生产及污

染治理方面的不断加强，对污染物排放标准、产品卫生安全标准也逐渐收严，要求企业具备排污许可、药

品生产许可、食品生产许可等资质，也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 

公司产品包括合成樟脑系列、冰片系列、香精香料等精细化工产品，其中合成樟脑是松节油深加工产

品中的大宗产品，用途广泛，在医药、香料、农药等行业等应用领域内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

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在医药、日化、香精香料等下游行业，我国将成为世界主要生产国、出口国和消费

国，这必将带动合成樟脑产品的需求。从樟脑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合成樟脑作为新型复合材料的辅助材

料也开始更为广泛地应用。国际市场方面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医疗水平的提高，其需求量也在稳定增

长。此外，在下游的防虫蛀剂领域，有害物质“对二氯苯”的市场终会被绿色环保的“合成樟脑”所取代。因

此，合成樟脑作为可再生资源松节油深加工中较为典型的绿色、环保产品，其仍将具有宽阔的发展空间，

其需求始终保持稳定增长，其生产和销售并无明显周期性、季节性。 

公司是我国最大的松节油深加工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合成樟脑及系列产品的供应商，产品种类多，

质量好，技术水平较高，市场营销能力较强，具备较强的定价自主权。报告期内，原材料松节油价格受生

产成本、环保政策、供需关系等因素影响，价格波动较大，整体呈上涨趋势。在此背景下，公司通过产品

提价、技术改造、节能降耗等方式，部分转移了原材料涨价的风险，并实现产品整体毛利率保持平稳上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421,571,069.40 811,205,143.98 75.24% 557,290,8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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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352,718.46 94,745,969.68 322.55% 32,734,60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080,695.43 107,213,315.29 278.76% 35,578,46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427,619.59 -4,741,482.40 1,058.09% 74,670,682.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74 0.2455 322.57% 0.08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74 0.2455 322.57% 0.08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64% 13.91% 29.73% 5.3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464,609,217.83 951,402,536.90 53.94% 715,329,89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9,822,681.69 728,024,839.19 52.44% 634,581,122.4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3,863,537.35 309,798,953.13 386,479,274.54 471,429,30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800,103.24 85,560,109.28 121,064,609.81 132,927,89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311,583.37 92,638,481.68 119,131,910.48 133,998,71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564,434.64 122,695,688.86 -17,649,329.62 -139,183,174.2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53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99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柯维龙 境内自然人 13.95% 53,851,424  质押 44,000,000 

山西广佳汇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6% 49,622,557  质押 42,920,000 

杨建新 境内自然人 10.19% 39,332,115  质押 23,37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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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维新 境内自然人 3.75% 14,453,488 14,440,116   

陈尚和 境内自然人 1.13% 4,350,070    

#石庭波 境内自然人 0.68% 2,629,100    

华志勇 境内自然人 0.53% 2,058,400    

沈娟 境内自然人 0.47% 1,801,000    

徐进 境内自然人 0.40% 1,553,000    

黄水新 境内自然人 0.40% 1,54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柯维龙与柯维新系同胞兄弟，存在关联关系；杨建新与

山西广佳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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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2018年度发展规划和经营目标，以创新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继续专注于主营业务发展，深化和巩固在松节油加工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积极拓展市场，加大技术创新

研发投入，提升现有产品的品质与技术水平，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2,157.11万元，同比增长75.24%；实现营业利润47,232.53万元，同比增长

270.01%；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35.27万元，同比增长322.55%。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合成樟脑系列 1,109,749,119.98 464,325,328.07 41.84% 75.29% 142.04% 11.54% 

冰片系列 151,532,621.21 59,752,655.14 39.43% 62.32% 105.25% 8.24% 

其他系列 160,289,328.21 57,246,199.28 35.71% 89.14% 521.29% 24.84% 

注：本表中的“营业利润”特指“销售毛利”。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42,157.11万元，同比增长75.24%；营业成本84,024.69万元，同比增长4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35.27万元，同比增长322.55%。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价格上涨，

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营业成本的增长速度。营业收入同比实现较高的增长，相应产品毛利率较上年

同期相比均有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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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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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作出变更。 

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相关报表项目的汇总或分列列报，对会计科目的核算内容、核算方法以及

核算结果无影响，不存在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经公司2018年3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公司在福建省南平市设立全资

子公司福建南平青松化工有限公司和福建南平青松物流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分别取得了由福建省

南 平 市 建 阳 区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50784MA31MAYA9R 和

91350784MA31MB0U9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截至2018年12月31日，青松化工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

为10,000万元，青松物流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2,000万元。 

（2）经公司2018年4月1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公司在广东省广州市设立全资

子公司广州青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取得了广州市黄埔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1MA5AYAXT5X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截至2018年12月31日，广州青航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均为10,000万元。 

（3）经公司2018年4月1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

资子公司青航国际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4日取得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签发的《公司注册证明书》

和《商业登记证》。截至2018年12月31日，青航国际注册资本1,000万港币、实收资本零港币。 

（4）经公司2018年9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公司在福建省南平市设立全资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子公司福建南平龙晟香精香料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取得了由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0784MA324U2X0C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南平

龙晟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5,000万元。 

上述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青松化工、青松物流、广州青航、青航国际及南平龙晟于本期纳入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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