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32                            证券简称：青松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6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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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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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异议 

（3）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5） 

公司负责人柯维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福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彩明声明：保证

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6） 

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7）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青松股份 股票代码 30013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建明 吴德斌 

电话 0599-5820498 0599-58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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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599-5820900 0599-5820900 

电子信箱 office@greenpine.cc info@greenpine.cc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289,688,911.73 295,452,933.64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104,741.68 31,736,863.51 -1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5,831,975.02 30,262,283.49 -1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992,919.58 -11,804,756.66 357.3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28 -0.06 366.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0% 

净资产收益率（%） 4.82% 5.77% -0.95%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4.59% 5.5% -0.9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32,171,372.72 986,473,640.08 1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561,673,749.60 553,059,898.50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91 2.87 1.39%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61,464.74 

不是按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可

持续取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90,322.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8,375.19  

合计 1,272,766.6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661,464.74 不是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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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72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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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维龙 境内自然人 42.43% 81,869,616 81,869,616   

柯维新 境内自然人 15.37% 29,662,992 29,662,992   

陈尚和 境内自然人 4.60% 8,876,880 6,657,659   

傅耿声 境内自然人 4.40% 8,480,592 6,360,443   

郑煜馨 境内自然人 1.79% 3,452,161 0   

中国农业银行－

鹏华动力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6% 3,390,205 0   

童劼 境内自然人 1.61% 3,107,200 2,330,400   

邓建明 境内自然人 1.45% 2,797,942 2,098,456   

王德贵 境内自然人 1.05% 2,020,516 1,515,386   

杭州茂和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1,740,22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柯维龙与柯维新系同胞兄弟，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自然人股东之

间未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除以上情况外，未知自然人股东与境内一般

法人、基金理财产品等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郑煜馨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452,161 股；股东郑培珠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956,585 股。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充分利用已有的规模优势、技术创新优势、原材料优

势、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受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下游企业停减产、市

场竞争加剧的影响，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968.8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95%；实现营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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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2.3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9.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10.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4.60%。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①受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以及国内

下游企业停、减产的影响，国内客户的采购额下滑；②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及存货额的增加，公司财

务费用和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76.63万元，导致业绩有所下降。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林产化学品深加

工行业 
288,580,990.48 217,691,716.19 24.56% -2.04% -1.88% -0.12% 

分产品 

合成樟脑 101,871,264.55 80,260,147.08 21.21% -10.65% -11.02% 0.33% 

合成樟脑其他产

品 
104,038,341.81 72,708,581.58 30.11% 21.48% 18.93% 1.5% 

冰片系列 20,146,212.77 14,929,544.94 25.89% 19.04% 14.32% 3.06% 

其他系列 15,206,344.01 13,685,632.22 10% -44.42% -36.51% -11.21% 

樟脑磺酸系列 45,156,900.11 34,648,148.66 23.27% -4.12% 4.01% -5.99% 

尿嘧啶系列 2,161,927.24 1,459,661.71 32.48% -39.36% -43.88% 5.43% 

分地区 

华东地区 126,479,919.61 93,530,408.20 26.05% -20.59% -19.66% -0.86% 

国内其他地区 30,910,712.59 22,858,107.24 26.05% 3.5% 4.72% -0.86% 

亚洲地区 74,330,684.54 57,397,024.87 22.78% 27.27% 23.93% 2.08% 

国外其他地区 56,859,673.73 43,906,175.87 22.78% 20.84% 17.67% 2.0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不适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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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柯维龙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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