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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程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邵琳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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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763,713.37 349,101,002.12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312,204.42 39,189,458.46 -20.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1,505.59 -21,794,392.8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7,984,265.40 36,096,981.89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77,254.04 154,440.85 -5,20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40,479.61 57,635.03 -14,224.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5 0.43 
减少 22.78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1 0.001 -6,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1 0.001 -6,200.00 

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实现 1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

历年欠缴养老保险金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7.73万元，主要是本期财务费用、折旧摊销数额较大，

以及受疫情影响发生停工损失、销售减少所致；同时，上年同期林木销售实现了一定收益。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140,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40,767.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541.70 

 

 

合计 263,225.5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61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周大福投资有限公司 71,389,900 55.0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杭州磁晅沛曈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2,078,153 9.31 0 质押 12,078,153 其他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810,754 2.17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谢志敏 2,677,786 2.0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2,526,238 1.95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朱立锋 1,931,220 1.4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达 1,845,000 1.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重庆致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599,000 1.23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坚宏 1,079,588 0.83 0 无  境内自然人 

袁佳男 653,200 0.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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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福投资有限公司 71,389,900 人民币普通股 71,389,900 

杭州磁晅沛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78,153 人民币普通股 12,078,153 

北京澜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810,754 人民币普通股 2,810,754 

谢志敏 2,677,786 人民币普通股 2,677,786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2,526,238 人民币普通股 2,526,238 

朱立锋 1,931,220 人民币普通股 1,931,220 

吴达 1,8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5,000 

重庆致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5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9,000 

王坚宏 1,079,588 人民币普通股 1,079,588 

袁佳男 653,2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周大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

大福投资”）与杭州磁晅沛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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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及负债主要项目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15,688,208.53  31,166,125.44  -15,477,916.91  -49.66  

应收账款 12,411,707.34  18,352,287.73  -5,940,580.39  -32.37  

预付款项 1,377,997.31  3,373,022.28  -1,995,024.97  -59.15  

其他应收款 281,002.27  196,715.13  84,287.14   42.85  

其他流动资产    3,531,006.63  1,012,048.50  2,518,958.13  248.90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50,000,000.00  -20,000,000.00  -40.00  

预收款项 4,136,756.87  21,457,299.75  -17,320,542.88  -80.72  

合同负债 17,384,026.51    17,384,026.51  100.00  

 

原因说明：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49.66%,主要是本期偿还浦发银行控股股东委托借款及利息所致。 

2、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32.37%，主要是本期收回货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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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付账款较年初减少59.15%，主要是按期结算材料款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248.90%，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款转入所致。 

5、短期借款较年初减少40.00%，主要是本期偿还浦发银行控股股东委托贷款所致。 

6、预收款项较年初减少80.72%，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调至合同负债列报所致。 

7、合同负债较年初增加100%，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后预收款项调入所致。 

  

3.1.2利润构成与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22,705.67  71,523.87  -48,818.20  -68.25  

管理费用 5,677,238.97  3,345,535.45  2,331,703.52  69.7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0,767.27    140,767.27  100.00  

信用减值损失 321,420.23    321,420.23  100.00  

资产减值损失   1,910,694.21  -1,910,694.21  -100.00  

营业外收入    6,375.30  10,205.82 -3,830.52 -37.53 

营业外支出 23,917.00  53,400.00  -29,483.00       -55.21  

少数股东损益 -88,972.06  -35,136.11  -53,835.95  不适用  

 

原因说明： 

1、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9.70%，主要是疫情期间停工损失约240万元计入管理费用所致。 

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00%，主要是购入短期理财产品获得收益所致。 

3、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00%，主要是本期收回林地流转及部分铝模板销售款所致。 

 

3.1.3现金流量与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

例（%）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91,963.32  513,113.65  578,849.67  112.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8,228,906.08  24,996,249.89  13,232,656.19  52.94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325,384.97  28,373,640.05  -24,048,255.08  -84.76  

支付的各项税费 937,091.05  3,262,241.92  -2,325,150.87 -71.27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7,150.83    97,150.83 1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000,010.00  18,200,000.00  -14,199,990.00  -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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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606,583.33    606,583.33  100.00  

原因说明：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12.81%，主要是本期收到场地租赁费用

及押金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52.94%，主要是业务结构变化，以及疫

情期间储备部分原辅材料所致。 

3、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84.76%，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历年欠缴

的养老保险金所致。 

4、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 71.27%，主要是上年同期缴纳林地林木流转及二车间转

让的相关税费所致。 

5、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增加 100%，主要是闲置自有资金购入短期理财产品获得

收益所致。 

6、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减少 78.02%，主要是上

年同期收回二车间资产处置款所致。 

7、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主要是本期偿还浦发银行

控股股东委托贷款利息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霄 

日期 2020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