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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丰林集团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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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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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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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公司（母公司）净利润为
107,934,991.25 元，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0,793,499.13 元后，公司拟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指定的
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下一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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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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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丰林集团

董事会秘书
汪灏
广西南宁市银海大道1233号
0771-6114839
IR@fenglingroup.com

股票代码
601996

证券事务代表
陈斌
广西南宁市银海大道1233号
0771-6114839
IR@fenglingroup.com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人造板生产的企业之一，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是国内规模大、装备先进的林板一体化产业集团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人造板
的生产销售以及营林造林业务，通过进一步强化精细化管理，提高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水平，加大

差异化高端产品研发力度，不断推动公司业绩高质量发展。公司在广西南宁、百色和安徽池州拥
有 3 家纤维板工厂，在广西南宁、广东惠州拥有 2 家刨花板工厂，合计产能规模达 130 万立方米
（不含新西兰项目）
。公司在广西拥有约 20 万亩速生丰产林林地。
纤维板业务
纤维板生产、销售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主要产品为不同规格的中（高）密度纤维板。纤
维板生产以林区三剩物、次小薪材等森林废弃物为原料，大大提高了木材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对
解决我国木材资源紧缺、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公司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生产厚度为
2.5mm~35mm 不同规格的纤维板。“丰林”牌纤维板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国家免检产品”、“精
品人造板”，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家具、木地板建筑、装潢、中高档车船装修、工艺制品、高级音响、
乐器和电子行业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收购安徽东盾木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同时将
安徽东盾木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安徽池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池州丰林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产品将更加多样化，池州丰林的优势产品薄款纤维板与公司现有产品形成互
补。同时，池州丰林覆盖华东地区，区位优势明显，弥补了公司在华东市场覆盖能力有限的短板，
使得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得到增强。收购完成后，公司对池州丰林在安全、环保、自动化、智能化
等方面技术改造，使其符合公司“清洁生产、文明生产、安全生产、精细化生产”的管理要求。池
州丰林技改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完成，并于当日带料试车一次成功，实现首板下线，并于 2018
年 7 月正式投产。
刨花板业务
刨花板是以次小薪材和三剩物等为原料生产的优质环保型人造板，属资源综合利用的国家鼓
励类环保产品，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家具制造、室内装饰、建筑装潢、音箱等各种不同领域，产品
主要在华南地区销售，并销往全国各地。
公司下属南宁工厂 30 万立方米超级刨花板生产线技改项目已于 2018 年 8 月正式投产。 本次
技改项目突破传统刨花板的生产理念，采用国际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装备技术，对刨花板的核 心技
术进行创新，将实现产品密度更低、能耗更低、性能更优。同时本项目将采用无甲醛添加生产刨
花板的装备和技术，可实现刨花板产品无甲醛添加制造。此外，公司进一步在现有超级刨花板
（SPB）生产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进为超强刨花板（SSPB），将产品的强度提高到接近甚至
达到细木工板、 胶合板强度水平，从而达到替代目前装修市场使用最广泛的细木工板、胶合板的
目的，使得刨花板产品从传统的家具领域拓展到装饰装修领域。该等新技术的突破以及应用，对

推进公司及行业人造板产业升级，实现公司做大做强人造板业务，保持企业品牌和行业龙头地位
的优势，进一步提升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实现木材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552 号），批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91,296,800
股新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
事宜，募集资金总额为 644,670,216.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1,786,296.8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632,883,919.20 元，将用于新西兰 60 万 m³刨花板生产线建设项目。新西兰项目是在国家实施“林
业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公司结合自身战略目标，积极探索如何“走出去”，
将促使公司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富的管理经验、领先的环保控制标准以及现代化的生产设备
与新西兰丰富的林木资源相结合，提高木材综合利用率，生产出高环保、高附加值的产品，为公
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不断为公司下游高端客户以及广大投 资者创造价值，显著推动丰林实现
“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的战略目标。
营林造林业务
公司营林造林业务包括速丰林种植、苗木培育及林木（苗木）产品的销售，可为纤维板、刨
花板制造提供稳定的原材料保障。营林造林是公司业务经营的上游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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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高林分质量和增强抗风险能力，使森林资源培育
与人造板制造及其深加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营林造林是打造“林板一体化”产业链，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资源基础，对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公司在广西南宁、百色、环江等地营造速生丰产林约 20 万亩，部分林地已取得 FSC 认证。
公司速生丰产林主要树种为尾叶桉、尾巨桉、马尾松、杉树等。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特点及发展展望：
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林业产业。其中，主营业务纤维板、刨花板生产和销售属于林业中木材
加工业的细分行业——人造板制造业；营林造林业务属于林业的细分行业——林木的培育和种植
业。
木材是与钢铁、水泥、塑料并列的四大建筑材料之一，是其中唯一可再生的、具有亲人性的
重要材料。木材资源的需求，与人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中“住”的需求紧密相关，是具有长期
持续性的需求。但天然木制品的资源利用效率很低，而人造板产品以林区三剩物、次小薪材等森 林

废弃物为原料，大大提高了木材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很好地解决了资
源与发展的矛盾，对缓解我国木材资源紧缺局面、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
我国人造板产量于 2016 年首次突破 3 亿立方米，2017 年总产量达到 3.15 亿
立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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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与安全生产问题严重、市场集中度低、结构不合理与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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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严格的督查监管，我国人造
板行业逐步由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技术加速升级，落后产能淘汰步伐加快，行业集中度进
一步提高。部分有实力的大型人造板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要素和市场整合，逐步向森林资
源富集的国家转移产能，开拓市场。一批装备水平高、市场信誉良好的企业成为人造板生产企业
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增强。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从事人造板生产的公司之一，依靠管理、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深厚积淀，长
期以来坚持以优质、环保和创新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在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坚持走定制化、差异
化的柔性生产发展道路，成为业内专注于人造板行业的少数上市公司之一，在装备技术、工艺制
造、环保控制、运营效率、精细化管理等各方面达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生产的丰林牌纤维
板和刨花板产品在市场上具有良好口碑，深受下游定制家具厂商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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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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上年
2016年
增减(%)
62.05 2,207,878,069.04
22.71 1,249,087,820.79
15.32
88,703,649.45

2018年

2017年

3,751,926,835.77
1,597,217,257.61
138,640,220.36

2,315,248,653.56
1,301,623,219.85
120,219,253.86

124,674,577.33

116,266,944.24

7.23

72,459,008.10

2,641,523,486.70

1,879,107,350.64

40.57

1,772,793,839.31

204,634,543.42

316,392,320.01

-35.32

239,251,092.20

0.14

0.13

7.69

0.095

0.14

0.13

7.69

0.095

6.67

6.56

增加0.11个百分点

5.10

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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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590,773.13

355,544,294.84

444,264,781.58

506,817,40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92,669.94

39,327,032.56

41,870,383.09

28,650,13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790,626.68

37,965,696.65

43,328,477.44

19,595,77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87,311.80

38,849,288.24

28,780,206.15

158,292,360.83

营业收入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公司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不存在差异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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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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9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77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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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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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东
性质

FENGLIN
INTERNATIONAL
LIMITED

45,894.6

39.93

0

无

境外法
人

深圳索菲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6,528.19

5.68

6,528.19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
司

2,967.359

2.58

2,967.359

无

国有法
人

周浩

2,136.4985

1.86

2,136.4985

无

境内自
然人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
银行－北信瑞丰基金
久盈 9 号资产管理计划

1,934.7181

1.68

1,934.7181

无

其他

长和（天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锦绣 509 号

1,869.4362

1.63

1,869.4362

无

其他

私募投资基金
锦绣中和（北京）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锦绣
118 号私募投资基金

1,640.9495

1.43

1,640.9495

无

其他

1,450

1.26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
银行－北信瑞丰基金
久盈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38.5756

0.90

1,038.5756

无

其他

罗云梅

1,019.1251

0.8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刘一川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FENGLIN INTERNATIONAL
LIMITED（丰林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通
过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6,801,056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59%。王海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与刘一川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控股股东与其
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并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2.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北信瑞丰基金久盈
9 号资产管理计划和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北信瑞丰基金
久盈 8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基金。 3.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田四荣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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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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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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 亿元，同比上涨 22.7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9 亿元，同比上涨 15.3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上涨的主要原因系南宁厂技改完
成与池州厂收购且完成技改后投入生产，整体产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公司加大对产品的研发
投入，顺应家居消费升级的趋势，主要集中生产和销售镂铣板、无醛板、加密板等高附加值的差
异化产品。
公司发挥在精细化管理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进一步优化客户结构，不断提高对大型定制家
居厂商的产品直销比例，确保销售稳定持续增长，在目前刨花板市场因新增产能大量投放市场使
得刨花板平均价格不断下行的环境下，仍然保持产销平衡，毛利率水平基本维持与上期一致，充
分证明了公司产品的强大竞争力和业内领先水平。
公司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保证了应收款项、存货等周转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在本期新增南宁厂、
池州厂经营现金投入的情况下，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依然保持良好状态，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为 2.0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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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8 年颁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 号)及其解读，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
2、本公司本次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计
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
应收款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合并计
入在建工程项目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计
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
应付款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长期应付款和专项应付款合
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5

上期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元）

应收账款

-92,649,582.92

应收票据

-187,984,949.5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利息

280,634,532.46
-545,275.2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45,275.20

在建工程

5,056,821.73

工程物资

-5,056,821.73

应付账款

-114,076,144.10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4,076,144.10

应付利息

-292,620.61

应付股利

-1,018,000.00

其他应付款

1,310,620.61

长期应付款

222,600.00

专项应付款

-22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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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附注九，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主要有安徽池州
丰林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池州丰林”)，详见附注八(1)。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一川
2019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