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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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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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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景谷 600265 *ST景谷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旭 王秀平 

电话 0871-63822528 0871-63822528 

办公地址 
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林纸路

201号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王旗营路89号 

电子信箱 jglymsc@163.com jglymsc@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44,896,170.25 369,488,553.74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907,541.95 35,761,363.31 -5.1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31,840.09 7,060,205.15 -383.73 

营业收入 50,545,844.35 33,330,285.04 5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3,821.36 -12,421,454.5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60,456.34 -15,157,973.9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2 -55.2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 -0.1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 -0.10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56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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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

量 

周大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00 71,389,900   无   

杭州磁晅沛曈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9.31 12,078,153 

  
无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5 5,122,238   无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 3,658,754   无   

朱立锋 境内自然人 1.36 1,767,090   无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0.83 1,079,588   无   

沈雨平 境内自然人 0.58 758,697   无   

韩书威 境内自然人 0.51 662,400   无   

徐佳蔚 境内自然人 0.51 659,624   无   

袁佳男 境内自然人 0.50 653,2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小康控股与澜峰资本于 2018 年

11月 2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一致行动关系

延期一年，即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周大福投资与磁晅沛曈、小康控股、澜

峰资本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是一致行动人；磁

晅沛曈与小康控股、澜峰资本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景谷林业秉持价值思维、风险防控、合规经营、持续优化的理念，紧紧围绕 2019

年生产经营目标，统筹安排巩固发展林板产业、拓展林化产业、培育和发展能源新业务、加大林

下资源开发力度，不断探索跨界融合，向实现多元化经营发展道路迈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 

1、控股股东完成要约收购，增强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周大福投资以要约收购的方式收购景

谷林业股份数量 32,450,000 股，股份比例 25.00%。截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上述要约收购的清

算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周大福投资持有景谷林业 55.00%的股份。为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提前进行换届选举。2 月 18

日，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及监事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和第七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新

一届董监高年富力强，具有多年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运营管理经验，人员结构合

理，知识储备和经验丰富，具备国际化视野，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行业落地能力，从顶层设计

上增强了公司的治理能力。 

2、跨界发展，融合经营模式迈出坚实的步伐。面对公司产品结构单一，缺乏市场竞争力，

赢利能力弱的被动局面，第七届经营班子立足国际化视野，捕捉商机，从公司未来经营规划和发

展策略角度，充分利用公司资源，对外投资设立福誉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福港能源（舟

山）有限公司、福港能源（上海）有限公司三个全资子公司，并于 5 月 8 日前全部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福港能源（舟山）有限公司率先启动第一单能源业务，实现开门红。 

3、盘活闲置资产，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权益。为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源使用

效率，公司于 5 月底在网上发布资产处置拍卖公告，成功拍卖景谷县外贸大楼建筑物，制炼车间、

精馏车间、竹胶板车间的机器设备。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外贸大楼及机器设备已完成移交手续,

收到全部转让款并完成了资产过户手续。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及时收回投入资金，



促进公司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 

4、从原料采购着手，严格控制产品生产成本。面对原料价格涨幅大、生产成本费用较高、

利润空间小等诸多不利因素，公司以市场为导向，打破以往原料进厂生产的常规，坚持以成本控

制为核心，采取销售自采桉木原料，购买单板、表板作为生产原料，保障生产同时完成了上半年

原料采购目标；随时掌握原木、单板等市场行情，时时对比采购价格，采取多渠道、多家洽谈方

式，合理控制采购成本。同时，严格遵守质量标准，保证半成品质量；加强细木半成品、单板、

面板等供应合同履行力度，保障资金安全。  

5、强化产品销售，提升经营业绩。受上年原材料紧缺影响，2019 年 1-3 月份人造板产品保

持着供不应求的态势，建筑模板及细木工板市场需求旺盛。4 月下旬，云南各林板生产厂家生产

正常后，销售市场竞争激烈，产品销售放缓。为扩大销售市场，公司采用经销商加直销两种销售

模式，执行产品销售现款现货，保持良好的资金流；以市场为导向，及时调整生产市场所需产品；

主动联系走访老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断开拓新市场，发展新客户。此外，公司尝试多

元化经营发展，加大开展铝模板及木材销售业务，实现销售收入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 51.65%的良

好业绩。 

6、重质量、挖潜能、保安全，促进生产管理水平。根据消费者对林板产品环保和质量要求

越来越高的消费观，公司顺势而为，转型升级产品品类，加大环保型林板产品的投放和推广。注

重把好原料、生产过程等各环节质量关，确保产品合格率，着力提高产品质量，根据市场反馈，

对部分影响产品外观质量检验标准进行修改实施；对不达标原辅料坚决按合同给予降级、拒收等

处理。共抽样检验甲醛 23 批次，抽检单板 14,443 立方米，对检验不合格的及时反馈，杜绝残次

品进厂；做好产品性能检验，共检验公司自制胶液 176 个批次，产品物理性能 26批次。送市检测

中心检验样品 6 批次，检验合格率达 100%。同时，按研制的 E1 级新胶种，加大 4×8 尺幅面 E1

级室内胶合板、E1 级细木工板两个产品生产，突出“航天牌”系列人造板产品绿色环保优势，实

现产品升级换代，发挥品牌效应。同时，针对生产车间部分生产设备严重老化、生产效率低及成

本高等特点，对部分设备进行技改和更新。通过技改，提高产能、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满足

生产安全需要。 

7、全面缴清社会保险，保障员工切身利益。社会统筹欠费问题一直是困扰景谷林业发展的

问题，也是影响员工队伍稳定的大问题。在历届经营班子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努力，公司本期支

付最后一笔历年欠缴的养老保险金 2,350 万元，彻底缴清历年所欠费用，已全部缴清所有的社会

统筹。兑现三年清欠承诺，保障了员工的切身利益，促进了公司职工队伍稳定和发展。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可见于公司披露于同日的《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中五、“重要会计政策

与估计”44、“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内容。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程霄）： 

 

 

2019 年 8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