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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董事长吴景贤、总经理陈冠英、财务总监陈振宗及财务部经理杨建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0.9.30 2009.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1,480,597,534.33 1,323,931,366.23 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400,813,812.80 442,732,488.55 -9.47%

股本（股） 202,760,280.00 202,760,28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98 2.18 -9.17%

 2010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0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72,610,515.32 -22.99% 197,645,580.55 -2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550,806.61 -2,757.19% 1,083,324.25 -20.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8,287,310.80 -64.1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09 -6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8 2,772.00% 0.0053 -2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8 2,772.00% 0.0053 -2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3.34% 0.26% -0.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34% 3.46% -1.23% 0.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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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9,798.00 品牌奖励款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823,100.00 资金占用费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1,400.0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53,818.44 分红款与股权清算损失 

合计 6,275,316.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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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50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 32,444,600 人民币普通股 

永安市财政局 18,635,400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11,121,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三明市林业总公司 4,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2,399,74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2,160,1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1,357,735 人民币普通股 

永安市林业建设投资公司 1,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保忠 1,242,462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熔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37,7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0 年第三季度 2009 年度 增减比率

（%） 

变动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4,509,638.54  8,856,258.70 -49.08% 票据到期收现 

应收账款  19,042,110.96  2,830,540.16 572.74% 货款跨月收回 

预付款项  5,463,467.54  92,914,101.67 -94.12% 收到三期设备 

在建工程  342,601,458.14  81,636,985.17 319.66% 三期项目增加 

短期借款  349,182,971.19  230,000,000.00 51.82% 三期项目借款增加 

应付账款  20,091,248.20  11,892,885.37 68.94% 应付货款增加 

预收款项  20,612,158.06  12,773,189.34 61.37% 货款预收增加 

应交税费  -30,522,157.31  640,992.60 -4861.70% 三期设备进项税金增加 

应付股利  1,822,588.08  171,446.00 963.07% 子公司未付股利增加 

长期应付款  4,612,397.98  6,887,109.00 -33.03% 退押金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440,000.00  42,774,000.00 -33.51% 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未分配利润  4,493,223.64  3,409,899.39 31.77% 本年利润增加 

项目 
2010 年第三季度 2009 年第三季度

增减比率

（%）
 

营业税金及附加  538,186.35  1,690,846.65 -68.17% 应交增值税减少 

销售费用  5,834,753.98  9,167,475.99 -36.35% 一期停产，销售减少 

管理费用  29,319,589.58  22,493,750.42 30.35% 相关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15,477,962.74  24,563,550.76 -36.99% 三期利息资本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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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1,490,875.45  787,741.10 89.26% 应收款坏账计提增加 

减：营业外支出  848,652.02  11,937.29 7009.25% 捐赠支出增加 

减：所得税费用  21,499.43  14,619.13 47.06% 上交所得税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2,015,883.02  967,141.71 108.44% 本年利润增加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015,883.02 967,141.71 108.44% 本年利润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861,082.00  7,325,481.30 -33.64% 其他经营活动收到的现金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7,567,891.29  15,722,313.86 -51.87% 进项税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8,804.06  1,560,637.05 -99.44% 处置固定资产减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  13,700,000.00 -92.70% 收到土地补偿款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217,724,828.98  133,636,982.59 62.92% 三期项目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420,000.00  7,558,640.00 104.00% 增加兴业银行配股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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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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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0 年 07 月 16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

中心(上海)副董事王

旭东 
公司基本情况 

2010 年 07 月 16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厦门市鑫鼎盛证券

投资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厦门市卲武经

济文化促进会秘书

长张怡新 

公司基本情况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景贤 
 
 
                                                                   2010 年 10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