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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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姜长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尽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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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0,150,069.10 6,273,318,856.89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31,545,077.80 2,511,029,167.23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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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95,718.21 -25,417,5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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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03,879.19 222,751,822.70 -3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484,089.43 21,367,095.04 -47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691,347.74 -56,394,683.7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 0.72 减少 547.2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3 -466.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3 -4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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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00.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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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2,209.0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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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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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2,331.6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50,091.24  

所得税影响额 -486,591.10  

合计 2,207,258.3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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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率

（%） 
主要原因 

存货 
     

669,414,983.06  
1,490,664,248.94  -821,249,265.88    -55.09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将存

货重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9,443,972.22  
21,771,655.00     7,672,317.22     35.24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留抵税额

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    2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票据到期收回所

致。 

预收款项 
      

11,593,201.07  
53,852,766.15   -42,259,565.08    -78.47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

收款项重分类所致。 

其他应付款      140,363,883.84    42,381,013.96     30.19  主要系春季促销活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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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44,897.80  应付费用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 
    

-257,184,147.40  
-177,700,057.97   -79,484,089.43     44.73  主要系本期经营亏损所致。 

项目名称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额 
变动比率

（%）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144,603,879.19  
222,751,822.70   -78,147,943.51    -35.08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本期生产

复工延迟所致。 

营业成本 
      

81,144,364.57  
137,839,339.91   -56,694,975.34    -41.13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本期生产

复工延迟所致。 

研发费用 
       

3,671,918.80  
776,364.41     2,895,554.39    372.96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期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7,099,392.76  
-43,137,892.31    70,237,285.07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上期收到林业贷

款贴息所致。 

其他收益 
          

96,422.01  
570,714.25      -474,292.24    -83.11  

主要系公司上期政府补助项

目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1,043,192.78  
-10,737,727.40   -10,305,465.38     95.97  

主要系公司联营企业亏损所

致。 

营业外收入 
       

3,330,069.03  
1,045,374.78     2,284,694.25    218.55  

主要系公司本期政府补助项

目较上期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9,484,089.43  
21,367,095.04  -100,851,184.47   -471.99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本期生产

复工延迟所致。 

项目名称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额 
变动比率

（%）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995,718.21    -25,417,588.04     63,413,306.25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期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18,838.23     45,772,007.02    -47,490,845.25   -103.76  

主要系公司上期赎回理财产

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4,061,145.57    -34,951,605.67    -59,109,539.90    169.12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借款较

上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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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担保情况（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年 2月 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020年 2月 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苏州工业

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园区园林在人民币肆仟万元

整的最高限额内，对苏州银行浒墅关开发区支行为园区园林办理一系列业务而签订的合同、协议

及其他文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园区园林在各单笔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2、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权被拍卖情况（公司公告刊登于 2019年 12月 21日、2020年

1月 14日、1月 20日、2月 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因合同纠纷，公司控股股东森工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1,910 万股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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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的 2.66%），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 月 14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2020

年 2月 6日 10时至 2020年 2月 7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拍卖

结果均为流拍。 

3、公司全资子公司购买房产的关联交易情况（公司公告刊登于 2019年 12月 21日、2020年

1月 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019年 12月 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吉林龙泉实业有限公

司购买房产的议案》，拟购入房产及车位，预计交易金额合计为 7,637.05万元。鉴于在交易过程

中，交易对方已将公司拟购入的房产及车位进行另行处置及安排，经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并充

分考虑双方实际情况，经 2020年 1月 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议决定终止本次关联交易。 

4、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3 月 3 日、3 月 6 日、3

月 1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020年 2月 27日、3月 1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年 2月 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5、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情况（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4 月 22 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2020年 3月 10 日，4月 21 日公司收到《关于吉林森工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变更财务顾问主办

人的通知》，王文峰先生、孙涛先生因工作调整安排，不再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持续督导财

务顾问主办人。东北证券指派薛佳慧女士、王丹丹女士接替王文峰先生和孙涛先生作为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6、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年 1月 11日、4月 8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1）2020年 1月 10日，经公司总经理王尽晖先生提名、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安英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2）2020 年 4 月 7 日，经公司总经理王尽晖先生提名、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白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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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长龙 

日期 2020年 4月 30日 

 

 


	OLE_LINK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