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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3                           证券简称：永安林业                           公告编号：2019-049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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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苏加旭 董事 个人原因 无 

洪福全 董事 个人原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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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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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林业 股票代码 00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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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红 黄荣 

办公地址 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 819 号 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 819 号 

电话 0598-3600083 0598-3614875 

电子信箱 stock0663@163.com stock0663@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8,424,481.41 439,248,962.37 -1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912,592.74 -32,155,983.42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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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9,758,729.03 -38,435,107.86 -3.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91,584.28 -165,756,744.71 98.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 -1.48% -1.6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780,179,151.35 2,788,596,507.63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6,065,162.37 810,485,745.86 -3.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2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永安林

业（集团）总公

司 

国有法人 19.27% 64,884,600 32,440,000 质押 32,440,000 

苏加旭 境内自然人 15.98% 53,805,396 40,354,047 质押 53,805,396 

王清白 境内自然人 4.93% 16,595,617 0 质押 16,595,617 

永安市财政局 国有法人 4.47% 15,055,072 0   

王清云 境内自然人 4.11% 13,829,680 0 质押 13,829,680 

黄友荣 境内自然人 3.72% 12,530,306 0 质押 12,530,305 

上海瀚叶财富

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7% 9,323,497 0 质押 9,323,297 

福建南安雄创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1% 8,101,572 3,982,949 质押 8,079,247 

黄江河 境内自然人 2.27% 7,647,237 0   

福建省固鑫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7% 6,635,447 2,655,299 质押 6,635,4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与永安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苏加旭与福建省固鑫投资

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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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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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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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坚持林业主业，做好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和适度开发利用；充分利用技术、设备的优势，提高

人造板异型板及特种板产销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努力降低原料成本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以高端定制家具为突破点，做大

做强木材加工、定制家具，在不断巩固国内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打造国内高端酒店定制

家具一流品牌，努力克服市场流动性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8亿，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2491.26万元。 

（一）森林经营情况 

 营林作业：强化制度的落实与考核，提高了营林作业质量。报告期完成更新造林面积1.88万亩，其中：杉木1.43万亩、

马尾松0.09万亩、阔叶树0.20万亩、珍贵树种0.16万亩，造林任务完成率100%；完成幼林抚育面积9.48万亩，占年度计划的

58.6%；培育杉木、马尾松、芳樟、楠木等各类苗木460.10万株，销售各类苗木504.89万株，占年度计划748万株的67.50%。 

 木材生产作业：生产木材0.9万立方米，销售0.9万立方米，较上年同期增加28.57%。 

    珍稀珍贵树种基地建设：完成造林地抚育工作，其中全锄1,280亩、全劈30亩、整枝修剪1,306亩、病虫害防治385亩、施

追肥1117亩；完成100亩绿化移植基地的除草、修剪、病虫害防治、追肥等日常管理工作。 

 护林作业：继续与市金盾森林资源管护有限公司密切协作，盗、滥伐林木现象减少,幼苗幼树被牛羊危害数量下降，林

地侵占现象得到及时处置和恢复，可伐资源将逐年增加，逐步呈现良性循环。 

（二）人造板经营情况 

1、上半年生产各类低/中/高密度纤维板7.56万立方米，同比减少19.83%；销售各类纤维板产品6.91万立方米，同比减少

24.97%。 

2、上半年生产竹木地板29.84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2.01%；销售竹木地板47.83万平方米，同比减少40.13%，其中：国

内销售竹木地板35.36万平方米，贸易出口销售12.47万平方米。 

3、中纤板市场受房地产调控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纤板中下游市场需求不旺，竹木地板出口下降，市场呈现一定

的萎缩趋势；受木质原料收购成本上涨，人造板行业盈利水平下降，销售市场形势严峻。 

（三）家具经营情况 

1、上半年酒店家具销售收入1.64亿元，同比下降10.97 %，其中：活动家具1.34亿元，固定家具0.30亿元。 

2、上半年精装家具销售收入0.45亿元，同比上升78.34 %，其中：活动家具0.19亿元，固定家具0.26亿元。 

3、上半年装饰装修类收入311.71万元，同比上升203.19%。 

（四）其他业务经营情况 

1、上半年生产甲醛1.9万吨，同比下降9.95%；销售1.77万吨，同比下降10.61%。 

2、上半年生产胶粘剂1249.25吨，同比下降7.29%；销售1209.11吨，同比下降9.76%。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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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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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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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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