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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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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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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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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延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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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98-3633415 0598-3633415 

电话 0598-3600083 0598-3614875 

电子信箱 stock@yonglin.com stock@yongli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对于高质量生态环境、高品质生态产品、高安全性建筑板材的需求持续高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

期，公司所处的行业将迎来快速发展周期。 

1、林业行业：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需求的重要载体，“林草兴则生态兴”，高质量的林业发展

是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劲动力。国家对林业发展、林业改革的支持，成为公司加快转变经营方式，推动科技营林、数字兴

林，实现林业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的内在驱动力，是公司在中央企业的旗帜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生态文明理念的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公司将进一步融入福建林改再出发，持续深化林业改革，通过发挥公司森林资

源优势，探索林业碳汇价值实现路径，提升森林碳汇能力，推进林业碳票开发、林业碳票市场化交易，助推国家“双碳”战略

目标实现。 

2、人造板行业：人造板制造是指用木材及其剩余物，以及其他植物纤维为原料，加工成符合国家标准的胶合板、纤维

板、刨花板、细木工板等产品的生产，以及人造板二次加工装饰板的制造。人造板产品具有幅面大、结构性好、膨胀收缩率

低、弯曲成型性能好、施工方便、膨胀收缩率低，尺寸稳定，材质较锯材均匀，不易变形开裂,适用性广等特点，在建筑、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1920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19206&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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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装修、家具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报告期内人造板经营业绩主要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房地产业趋势、化工原

料上涨、原料物流成本增加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公司正在积极降本增效，优化供应结构和销售网络。同时，人造板行

业已发展到板种需求不均衡、常规产品竞争激烈的阶段，这也为推动人造板行业整合，打造行业品牌和标准提供了契机。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森林资源培育与林木采伐经营、森林经营服务、人造板经营、地板经营等。主要产品

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如下。 

1、林地经营：公司拥有的森林资源在福建区域内居于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森林资源规模优

势，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实现了全年森林经营业务的效益增长和盈利。其中，林木培育采用自主培育、技术输出、劳务分包

的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为林木作业方式、造林成效、市场需求等；木材生产经营采取以“伐区活立木销售”为主”，“委

托生产、自主销售”为辅的经营模式，所产木材广泛用于建筑、家具、造纸、造船、装饰、人造板生产等行业；未来，公司

将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三明作为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市的区位优势，结合中林集团的发展战略，专注公司的

中长期林业经营发展规划；积极参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林场改革、林票制度改革，充分利用公司丰富技术、资金、人

才等优势，加快林业经营向现代化轻资产运营转型；加大对营林、管护等技术应用研究，进一步提升森林质量，推动森林经

营科技化方向；同时，公司将积极探索林业生态价值多样化实现机制。 

2、人造板生产：人造板广泛用于门板、地板、沙发、衣柜、桌板等建筑装饰和家具行业。公司人造板生产采取以销定

产的模式，施行“经销商+直供工厂”的销售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为原料持续供应及价格、技术创新、新品开发、市场需

求等。公司人造板厂是福建省第一批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福建省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现有一条德国迪芬巴赫公司制造

的9尺连续压机生产线。公司参与了轻质纤维板等7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是低密度纤维板福建省地方标准的主起草单位，现

有的人造板生产规模处于人造板行业中游水平，成为三明地区人造板行业首批获得福建省绿色产品制造认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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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365,545,106.22 1,518,856,789.52 -10.09% 2,577,236,07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0,132,650.82 596,454,660.52 9.00% 572,846,454.5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06,310,736.73 580,791,544.30 -12.82% 702,153,14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625,730.25 36,383,347.08 50.14% -235,965,81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816,112.07 -117,019,326.57 125.48% -263,107,170.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343,802.65 43,880,552.54 274.53% 70,941,911.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1 45.45% -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1 45.45% -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6% 6.22% 2.54% -33.9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9,491,792.32 113,052,545.67 190,790,999.67 112,975,39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38,676.78 16,267,492.17 60,889,442.09 -37,369,88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90,216.21 14,983,578.92 53,695,974.65 -52,953,65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41,156.50 175,404,686.24 39,463,485.58 -28,283,2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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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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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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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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林（永安）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27% 64,884,600 0   

苏加旭 境内自然人 14.15% 47,628,978 21,531,736 质押 47,628,978 

永安市财政局 国有法人 4.47% 15,055,072 0   

永安市远兴曹

远城镇建设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 12,611,300 0   

黄江畔 境内自然人 1.65% 5,550,265 0   

福建南安雄创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9% 5,001,529 3,982,949 质押 5,001,529 

李建强 境内自然人 1.27% 4,270,278 2,212,749 质押 4,187,178 

黄江河 境内自然人 1.00% 3,367,905 0   

福建乐祥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9% 3,332,281 0   

金春秀 境内自然人 0.96% 3,245,70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中林（永安）控股有限公司、永安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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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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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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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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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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