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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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关于对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景谷林业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9,574.54 万元，权益总额 2,050.39 万元，2020 年度公司实现收入 5,067.82

万元，净利润-1,881.57 万元。认为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

性。详见第五节重要事项四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及财务报表附注十

六其他重要事项 8 其他“持续经营能力改善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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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合并口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8,394,294.27 元，年末合并口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未分配利润为-404,574,977.35

元；2020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8,980,774.99 元，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85,666,715.62 元。

由于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数，董事会决定 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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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景谷 600265 *ST景谷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秀平 梁丽华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王旗营路89号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王旗营路89号 

电话 0871-63822528 0871-63822528 

电子信箱 jglymsc@163.com jglymsc@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景谷林业是云南省林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国家重点扶贫龙头企业。2020 年度，公司主要

从事人造板制造和林化产品加工，木材采运、加工及林业农业技术研发以及能源等业务。具体业

务构成：一是人造板业务，主要为胶合板、集成材、细木工板等“航天牌”系列产品；二是营林

造林业务，公司持续推进营林造林管护工作，推进林下经济种植和农业种植相关业务研究；三是

林化业务和其他，主要为松香、松节油等林化产品的销售，以及生物制炭业务；四是能源业务，

以能源贸易业务为主，主要经营成品油制品、化工原料及制品等。 

（二）经营模式 

公司林业产品经营模式为：产品研发、原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零售）几个环节。 

在能源业务领域,公司经营以国内贸易为主，经营模式为：原材料采购（工厂或贸易商）、仓

储入库、销售（终端用户/贸易商）几个环节。 

（三）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说明 

景谷林业所处的林业产业，业务范围较广、产品种类多，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促进农民就业、带动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公

司业务涵盖整个林业产业的上下游，在自有林地林木资源、营林造林技术、人造板产品生产技术、

林化产品加工技术、产品品牌等方面具有优势。 

从行业整体看，我国是世界人造板生产、消费和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国。但是，我国人造板



行业面临木材资源供给压力大、环保与安全生产的问题比较严重，市场集中度低、结构不合理与

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存在巨大的改善升级空间。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环

保标准的不断提高和监管日趋严格，我国人造板行业的发展趋势将由总量扩张向结构性优化方向

发展，林板行业的产业布局进一步合理化。 

从行业上游育林企业看，由于国家林业政策的调整，突出“建设生态文明”和“环保意识”，

自 2017 年起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林业资源不足成为人造板行业发展的瓶颈，育林企业

开始注重多模式多层次的综合开发，比如林药结合、林养结合、林油结合等。 

从行业下游以人造板制造为主的木制品制造企业看，近年来，我国人造板行业持续淘汰落后

产能，智能化水平逐步提高，低甲醛释放产品和无醛人造板产品比例明显提高，品种结构不断优

化。国内定制家居市场快速发展，加之市场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人造板产品更新换代快，新产

品不断投入市场，欧松板、奥松板、生态板市场前景广阔。如何化解总体产能过剩与中高端产品

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通过行业整合，实现规模效应以及产品和管理体系升级是人造板行业发展

的必由之路。 

在能源领域，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产业升级转型、环境保护意识提

高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能源领域正逐步由以石油、煤炭、化工制品为主导，转变为多品种、多

元素、清洁及可再生能源共存的态势。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遭遇严重打击，国际油价波动加剧，原油需求进一

步降低，价格明显下滑，成品油需求下降。面对严峻挑战，公司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立足

公司主营业务，结合国家政策及市场发展，调整经营策略，谨慎开展能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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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95,745,361.49 349,101,002.12 -15.28 369,488,553.74 

营业收入 50,678,245.07 203,245,285.52 -75.07 118,866,706.52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45,875,712.64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8,394,294.27 3,428,095.15 -636.57 6,058,06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56,968.54 -13,043,763.80   -13,645,17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24,203,909.03 39,189,458.46 -38.24 35,761,363.31 



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1,553,943.38 -19,170,001.26   9,946,554.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3 -566.67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3 -566.67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1.33 9.15 

减少70.48

个百分点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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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6,831.80 23,460,193.00 7,911,459.72 12,649,76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877,254.04 -894,156.16 -5,949,375.17 -3,673,50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8,140,479.61 -1,200,785.67 -7,720,492.84 -1,095,21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31,505.59 7,668,003.17 12,660,664.23 10,193,770.3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季度营业收入差异的原因是：报告期内，能源营业收入按新收入准则进行确认导致收入数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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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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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福投资有限

公司 
0 71,389,900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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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078,153 9.31 

  

质押 3,238,773 其他 



北京澜峰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0 2,810,754 2.1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谢志敏 0 2,677,786 2.06   无   境内自然人 

朱立锋 251,786 2,018,876 1.56   无   境内自然人 

吴达 0 1,845,000 1.42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坚宏 0 1,079,588 0.83   无   境内自然人 

袁佳男 0 653,200 0.5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栋斐 590,200 590,200 0.45   无   境内自然人 

罗新群 2,100 502,300 0.39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周大福投资与磁晅沛曈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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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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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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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67.82 万元，同比减少 75.0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1,839.43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14元，净资产收益率-61.33%；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

司资产总额 29,574.5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420.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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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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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可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五项 1、（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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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部 1 家，及云南江城茂源林业有限公司、景谷林之海炭业有

限公司、景谷林威林化有限公司、景谷永恒木业有限公司、景谷林茂林业有限公司、福誉企业管

理（北京）有限公司、欣麻科技（昆明）有限公司等 7 家子公司。 

详见可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化” 及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

关内容。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董事长：许琳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