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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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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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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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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公司合并会计报表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4,737,184.46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1,272,918,639.03元。其中，母公司会计报表 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1,730,125,274.11 元，根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需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加上以前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

-47,820,944.00元，母公司当期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777,946,218.11 元。 

2020年 6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

配。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须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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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森工 600189 G森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时军 金明 

办公地址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街1399号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街

1399号 

电话 0431-88912969 0431-88912969 

电子信箱 sj@jlsg.com.cn jm@jlsg.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全面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秉承“一主一辅”的发展战略，专心致志发展矿泉水产业和

园林绿化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方向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的经营宗旨：顺应新时代潮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奉行绿色成就美好生活、

贡献决定自身价值的企业文化，以长白山天然矿泉水产业为龙头，以生态修复型园林绿化产业为

依托，秉持“一主一辅”产业发展战略，不断“对标·奋斗·超越”，致力于成就国内一流上市企

业，努力打造发展方向清晰、管理规范科学、经济效益优异、社会声誉良好的绿色产品与人文环

境引领者形象。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长白山天然饮用矿泉水的生产、销售以及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园林工

程施工、园林养护和苗木种植销售、木材产品业务、进口木材贸易及定制家居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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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模式 

公司的矿泉水业务和园林业务在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等环节中均有自已的专业团

队，产业链相对完整。 

1、公司核心业务矿泉水的经营模式为“生产+研发+营销+战略合作”：公司拥有核心生产基地

和水源矿权，自建营销团队，同时与成熟的营销网络经销商进行战略合作。 

2、公司的园区园林业务采用了传统施工承包模式与 EPC（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商业模式和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相结合的经营模式，有效的提高了业内知名度及市场份额。 

 

（三）行业情况 

详见本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四）行

业经营性信息分析”相关内容。”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144,137,104.23 6,627,848,323.47 -22.39 6,123,754,536.41 

营业收入 1,601,875,867.54 1,546,473,367.48 3.58 1,026,070,67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84,737,184.46 41,978,268.50 -3,636.92 11,982,38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58,424,572.63 -86,280,262.82   -160,269,75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03,260,240.58 2,954,754,608.78 -52.51 2,507,723,29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5,865,007.07 191,343,740.66 -60.35 296,748,586.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7 0.06 -3,550.00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7 0.06 -3,550.00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8.77 1.46 减少70.23个百分点 0.6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22,751,822.70 507,788,805.39 414,753,989.72 456,581,24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367,095.04 39,470,964.19 14,020,775.90 -1,559,596,01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6,394,683.71 44,916,921.25 5,100,464.06 -1,478,359,88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417,588.04 -65,474,173.57 208,749,639.37 -41,992,8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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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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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4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22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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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5,500,000 235,354,080 32.83 88,226,137 冻结 172,726,137 国有法人 

赵志华 0 75,855,964 10.58 75,855,964 质押 46,380,000 境内自然人 

北京睿德嘉信商贸有限公司 0 51,193,531 7.14 15,358,06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集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31,983,032 4.46 31,983,032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700,000 24,700,000 3.45 0 无 0 国有法人 

张宇 20,800,000 20,800,000 2.90 20,8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吉林省吉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0 19,117,647 2.67 0 无 0 国有法人 

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0 11,470,588 1.6 0 无 0 国有法人 

吉林省泉阳林业局 0 4,919,058 0.69 4,919,058 无 0 国有法人 

蒋菊珍 4,716,545 4,716,545 0.6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森工集团，泉阳林业局是森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森工集

团持有本公司 32.83%股份，其一致行动人泉阳林业局持有本公司 0.69%股份，森

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泉阳林业局合计持有本公司 33.52%股份。2、公司股东陈

爱莉是公司股东赵志华的配偶，公司股东赵永春是公司股东赵志华的弟弟，赵志

华持有本公司 10.58%股份，其一致行动人陈爱莉、赵永春分别持有本公司 0.35%

和 0.027%股份，赵志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10.957%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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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0,187.59 万元，同比 5,540.25 万元，增加 3.58%；实现营

业利润-140,322.85万元，同比减少 147,517.9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8,473.72万元，同比减少 152,671.55万元；每股净资产 1.96元，每股收益-2.07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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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年 5月 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28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 2019年 1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

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

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

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

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

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本公司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

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持有的某些理财产品、信托产品、股权收益权及资产管理计划等，其收益取决于

标的资产的收益率，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于其合同现金流量不仅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

付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本公司在 2019年 1月 1日及以后将其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

分类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报表列报项目为“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 12月 31 日（变更前） 2019年 1月 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以成本计

量 
8,831,380.00    

   

其 他 非 流

动 金 融 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8,831,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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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 12月 31 日（变更前） 2019年 1月 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以成本计量 6,541,325.39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6,541,325.39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

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

日（变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准则）转入 
 8,831,380.00  8,831,38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8,831,380.00 -8,831,380.00   

减：转出至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8,831,380.00 -8,831,380.0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

日（变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准则）转入 
 6,541,325.39  6,541,325.3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6,541,325.39 -6,541,325.39   

减：转出至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6,541,325.39 -6,541,325.39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计量类别 
2018年 12月 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日

（变更后） 

摊余成本：     

存货 1,331,027,694.07  -62,911,028.18 1,268,116,6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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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类别 
2018年 12月 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日

（变更后） 

其中：存货跌价准备 109,912,905.93  62,911,028.18 172,823,934.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968,536.30  9,436,654.23 23,405,190.53 

未分配利润 265,292,919.38  -53,474,373.95 211,818,545.43 

注：主要是由于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园林”）尚未结

算的工程款在存货中核算产生的影响。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首次执行日，对公司财务报告中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无影响。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9年 5 月 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的通知》（财会[2019]8 号），于 2019年 5月 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

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 号），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2019

年 8 月 1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自 2019年起执行上述准则。执行上述准则后对本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9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5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年合并范围比上期增加 1户，减少 1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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