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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9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22-009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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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5756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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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金森 股票代码 00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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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煜星 廖洋 

办公地址 福建省将乐县水南镇三华南路 50 号 福建省将乐县水南镇三华南路 50 号 

传真 0598-2261199 0598-2261199 

电话 0598-2359216 0598-2261199 

电子信箱 linyx2013@163.com lyjs2019@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森林培育营造，森林保有管护，木材生产销售。 

    公司现时经营的森林资源位于福建（闽北）杉木中心产区，是全国杉木商品材的最重要产区之一，自然条件优越，林业

发达；公司经营的森林资源面积近80万亩、林木蓄积量655.83万立方米，在南方集体林区中，公司现经FSC国际森林认证的

用材林蓄积量最大。 

    公司严格控制采购的苗木质量，由由公司统一询价、签订合同、安排采购，向具有丰富苗木培植经验的优质供应商进行

采购。公司通过不断优化树种结构，采取科学、合理的营林造林措施，并进行幼林抚育管理、森林抚育促进、低效林改造、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力维持；对森林进行防火防盗防病虫管护，监测森林资源变化，努力提高林分质量和增强抗风险能力；

制定森林经营类型，在采伐限额和年合理采伐量内采伐木材，销售林产品，采集松脂。青山常在，永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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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利用相关专业性人才及技术资源优势，为公司积极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致力发展于林草碳汇项服务及其他林

业技术服务。其中，林业碳汇项目作为碳市场的参与品种之一，为中国林业的转型带来新的生长点，有利于推动以林业碳汇

为代表的生态产品实现货币化，推动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同时，公司为提升国家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为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贡献力量。 

（二）主要林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林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从森林采集林产品销售取得收入，林产品主要为木材，其中杉木和马尾松为公司的主要树种。 

    森林培育与采伐业主要产品为木材。木材是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生产资料和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广泛运用于建筑、造

纸、造船、家具制造、人造板生产、装饰、包装等各个行业，与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紧密相关。 

    （三）林产品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在林地上造林更新，按照科学、集约的经营模式，凭借森林利用阳光、土壤、水分和空气实现财富（森林材积量）

增长，对森林进行培育、抚育、管护、促进，以保全财富及取得更好的增长效果，通过采伐采集销售林产品将部分财富货币

化；在整个过程中为社会提供了生态产品和以木材为主的林产品。公司以提高森林质量和生态系统功能、增强森林生产力和

永续经营能力为目标，依据森林经营方案进行森林资源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可持续经营。公司的森林规模质量、经营规划、

营林措施、采伐管理、基础设施、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达到国际标准，公司通过了FSC国际森林认证，具有森林

可持续经营认证(FSC-FM/COC)资格。 

    （四）公司市场地位 

    公司长期服务于国土生态安全和木材保障安全事业，为全国首家纯森林资源培育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也是是我国南方

集体林区用材林森林认证蓄积量最大的森林资源培育企业，公司现有251名员工，专业技术人员68人，其中高中级职称11人。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十大贡献企业”、“中国林业产业突

出贡献奖”、“福建省第八轮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三明市第五轮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等称号，公司持

续获得且目前依然拥有“FSC—FM/COC”国际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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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704,431.03 1,773,271,020.80 7.92% 1,673,114,25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1,507,880.16 755,649,207.21 0.78% 751,637,589.3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89,886,506.97 148,031,923.45 28.27% 128,552,23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31,352.95 8,726,737.83 48.18% 4,351,99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07,360.06 -8,559,910.75 -22.75% -9,126,688.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030,411.44 9,608,191.82 764.16% -10,298,860.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1.16% 0.55%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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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8,419.52 6,057,397.02 65,068,200.93 108,212,48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59,745.49 -28,948,287.33 12,988,834.77 45,050,55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16,059,812.30 -29,346,567.94 10,335,490.49 24,563,5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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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54,968.80 -2,403,350.59 14,015,711.38 110,473,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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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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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1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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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金森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63% 

150,007,8
74 

 质押 75,933,800 

将乐县交通

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0% 
11,552,04

4 
   

将乐县林业

科技推广中

心 

国有法人 0.48% 1,121,294    

梁留生 
境内自然

人 
0.44% 1,032,800    

许国勇 
境内自然

人 
0.42% 997,900    

王向江 
境内自然

人 
0.32% 757,300    

刘小东 
境内自然

人 
0.24% 576,400    

福建省将乐

县物资总公

司 

国有法人 0.20% 461,441    

刘燕菁 
境内自然

人 
0.17% 396,140    

张静 
境内自然

人 
0.16% 373,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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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已满，公司于2021年1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2021年1月27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具体内容详见2021

年1月9日和2021年1月28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2、公司董事长张锦文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职务以及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职务，

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1年8月16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五届第四次董事会

完成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选举应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7月30日和2021年8月17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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