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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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894,905.64 349,101,002.12 -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418,048.26 39,189,458.46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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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9,508.76 -20,031,840.09 不适用  

营业收入 61,444,458.40 50,545,844.35 2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71,410.20 -1,853,8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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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1,265.28 -7,160,456.3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0 -5.3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 -0.01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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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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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00 71,389,90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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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3,238,773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2,810,754 

  
无 0 

谢志敏 境内自然人 2.06 2,677,786   无 0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 2,526,238 

  
无 0 

朱立锋 境内自然人 1.51 1,954,376   无 0 

吴达 境内自然人 1.42 1,845,000   无 0 

重庆致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3 1,599,000 

  
无 0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0.83 1,079,588   无 0 

袁佳男 境内自然人 0.50 653,2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周大福投资与磁晅沛曈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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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情况及概述 

2020 年上半年，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危机，虽然

国内经济逐步企稳，但是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公司生产经营及上下游行业的经济活动均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景谷林业持续秉持价值思维、风险防控、合规经营、持续优

化的经营理念，安全、平稳、有序的推进复工复产，紧扣产品生产，以成本控制为核心、产品销

售为突破口，扩大能源业务发展，强化内部管理，努力推进各项业务，积极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44.45 万元，同比增长 21.5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77.14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07 元，净资产收益率-25.20%；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

总额 32,989.4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041.80 万元。 

（二）主要工作措施和成效 

1、调整组织生产，抓好林板产业。 

公司组织生产过程中，始终坚持以质量为前提、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控制为核心，抓好林

板产品的生产，保证林板产品可持续性发展：一是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严格控制生产成本，实现

产、供、销平衡联动的生产经营体系；二是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好过程控制和产品检验，加强原

料验收；三是做好设备维护保养，保障生产品质和效率；四是抓好生产组织和现场监督，严格执

行操作规程，保证安全生产；五是监管好中纤板车间出租生产，合理调配生产人员，优化管理降

低成本。 

2、立足公司发展，推进能源业务。 

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管理层立足长远，2020 年上半年进一步

积极布局拓展能源业务，通过福港能源（上海）有限公司、福港能源（舟山）有限公司等能源子

公司，积极开展能源贸易业务。 

3、遵循市场导向，促进销售工作。 

2020 年年初，受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全国林产品市场需求萎靡，加之林板产品种类更新



较快，特别是生态板、奥松板等产品取代细木工板，占领了较多市场份额，面对销售工作的困难

和挑战，公司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助推销售工作：一是采用经销商加直销模式，产品销售现款现货，

保持良好的现金流；二是以市场为导向，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巩固老客户，发展新客户；三是找

准客户需求，生产不同标准、成本、等级、价位产品，以成本动态管理指导销售；四是重视销售

团队建设，配备销售力量，将销售部调整设置销售一部、二部，按照销售区域开展工作；五是拓

展机制炭销售市场，并将机制炭销售延伸到县外区域。 

4、加强林地管护，基地效益逐步凸显。 

报告期内，为抓好林地资源管理，公司积极采取如下措施：一是严格管护森林资源，强化责

任落实，建立健全有效预防、监测、查处等保护森林资源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遏制破坏森林资

源和安全生产的行为；二是加强日常管护巡查，加大宣传力度，组织片区管护员集中学习，签订

责任状，加大考核力度，通过多层次建立信息网络，有效预防盗采、盗伐林木行为，维护公司权

益；三是聘请 50 名管护员，按照国家天然林停伐管护要求，全面加强林地管理工作，2020 年上

半年公司林地内无火情、火灾发生。 

5、盘活固定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报告期内，为盘活固定资产及闲置资产，充分利用现有闲置资金进行拓展管理，实现效益的

最大化，公司以租赁车间（生产线）、闲置的厂房、场地等的方式，为企业实现一定的增收渠道。

一是对外租赁纤维板生产线、旋切工段、松香厂房或场地、东巴育苗基地等；二是组织桉树采伐。

通过将可采林木出售给承包管护人员，完成采伐规划，实现销售收入；三是持续推进林权证过户

及核发工作。对于涉及需要过户的林地，公司已聘请两家中介公司进行调查办证，目前，全部外

业已经调查结束，大部分内业报告正在审核签字中。另外，办理完成民乐镇基地外桉树林地 1,041

亩林木权证核发工作；四是在不影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确保公司经营资金需

求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 

6、强化内部管理，提升管理水平。 

周大福投资控股景谷林业以来，通过不断加强管理，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已初步形成。

一是及时做好周总结、月总结、月计划制度，为工作汇报、交流、反馈、提升搭建基础平台；二

是周资金预算执行制度一贯得以实施。建立起资金计划编制、执行、分析和反馈工作的良好机制，

不断加强财务管理；三是夯实合同管理，把风险控制在前端。公司对签署的每份合同协议实施执

行情况进行动态跟进管理，每季度由各部门、子公司进行自检自查并以书面形式提交审计督查部

门，不断有效的防范控制合同履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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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五项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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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8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