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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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丰林集团 60199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灏 陈斌 

电话 0771-6114839 0771-6114839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银海大道1233号 广西南宁市银海大道1233号 

电子信箱 IR@fenglingroup.com IR@fenglin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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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8,521,707.53 3,751,926,835.77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82,743,743.63 2,641,523,486.7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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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83,340.06 17,561,976.44 -486.54 

营业收入 886,305,510.04 646,135,067.94 3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0,060,317.08 68,119,702.50 3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8,509,531.46 61,756,323.33 43.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35 3.56 减少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7 14.2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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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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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GLI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境外法人 40.04 45,894.6 0 无   

深圳索菲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9 6,528.19 6,528.19 无   

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9 2,967.359 2,967.359 无   

周浩 境内自然人 1.86 2,136.4985 2,136.4985 质押 1,495.5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

北信瑞丰基金久盈 9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69 1,934.7181 1,934.7181 无   

长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锦绣 509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63 1,869.4362 1,869.4362 无   

锦绣中和（北京）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锦绣 118 号私募投资

基金 

其他 1.43 1,640.9495 1,640.9495 无   

田四荣 境内自然人 1.21 1,389.08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6 1,100 0 无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

北信瑞丰基金久盈 8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91 1,038.5756 1,038.575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刘 一 川 为 本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FENGLIN 

INTERNATIONAL LIMITED（丰林国际有限公司）

董事、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6,801,0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王海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与刘一川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控股

股东与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中

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 北信瑞

丰基金－招商银行－北信瑞丰基金久盈 9 号资产管

理计划和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北信瑞丰基金

久盈 8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基金。3.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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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人造板行业继续深入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环保督察和安全检查的双重倒逼下，“散乱污”企

业得到有效治理，正由规模驱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环保意识的提高，环保

型与功能性高端产品继续保持旺盛需求态势，开发引进新的环保、安全生产工艺和设施，能有效

降低能耗的技术和装备成为人造板装备制造创新发展的方向；开发满足不同功能需求的特殊功能

性人造板产品成为部分企业占领细分市场的创新点；开发游离甲醛释放量更低或无添加醛产品生

产工艺和技术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人造板生产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绿色、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以品质为中心、以创

新为驱动，以市场为导向，在装备技术改造升级、产品结构优化、研发创新、清洁生产及智能化

建设等方面发力。南宁工厂、池州工厂新增产能顺利投放市场，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同比大幅提升；

进一步优化无醛纤维板生产工艺，突破无醛刨花板生产技术难点，无醛板产量大幅提升，目前公

司 5 个工厂拥有年产 130 万 m³无醛板的生产能力；南宁工厂超强刨花板（SSPB）技改工作基本

完成，并取得 JIS-M 认证，达到日本结构用刨花板标准，目前正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板面质量

自动识别系统及自动打包线运行稳定，效率逐步提高，为公司实现“装备自动化、流程信息化、运

行智能化”打下了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着力攻克人造板制造过程和行业关键技术难题，加

速公司创新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公司被中国木材及木制品流通协会授予“2018 年度板材优秀制



造企业、2018 年度十大纤维板品牌、2018 年度十大刨花板品牌”荣誉，获中国森林认证委员会、

PEFC 中国办公室及全国人造板标准化委员会联合授予“中国森林认证产销监管链示范（试点）单

位”荣誉。参与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牵头组建的“木材胶黏剂国家创新联盟”等国家林草局科

技联盟平台建设，继续承担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无甲醛绿色木材胶黏剂制造”课题、广西科

技重大专项“广西主要用材林高效培育与利用项目课题、广西区工信委“防潮型超级刨花板”课题及

国家木竹联盟“无醛防潮超级刨花板”课题及广西区南宁市“超强刨花板制造”等重要科研项目，积

极参与多项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其中参与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起草制定的团体标准

T/CTWPDA07-2019《人造板用无醛甲醛添加胶黏剂》已颁布实施，参与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修订的

团体标准 T/CNFPIA 1001-2019《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即将颁布实施，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件，

继续保持公司在林产加工业领先的创新发展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各工厂经营班子的扁平化管理，培育企业员工

创新创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倡“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和“眼睛向下、说真话、

做实事”的企业文化，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不断优化人才结构，为公司的升级

转型提供文化指引和组织支持，实现硬件升级与软件升级的统一， 保障公司推进精细化管理的目

标。 

公司将继续朝着“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的战略目标，坚定走差异化定制化柔性生产路线，积极

引进先进装备、研发生产环保功能型人造板、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保持高质

量快速发展势头，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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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参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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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刘一川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