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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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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汪玉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仁群声明：保证本
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青松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13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骆棋辉

程莉

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回瑶工业园区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回瑶工业园区

电话

0599-5820265

0599-5820265

电子信箱

luoqihui@greenpine.cc

chengli@greenpin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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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794,972,434.24

1,050,750,606.51

7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6,019,516.29

217,237,250.65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3,307,379.07

215,015,500.67

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5,148,138.24

170,352,276.36

220.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75

0.5058

-13.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75

0.5058

-13.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3%

12.77%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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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7,208,793.79

4,655,029,425.44

-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94,219,011.57

3,028,018,489.77

-4.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9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山西广佳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数量

9.61%

49,622,557

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
境外法人
司

9.17%

47,392,045

杨建新

境外自然人

4.42%

22,820,000

中山维雅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4%

18,303,359

柯维龙

境内自然人

2.43%

12,556,569

中山合富盈泰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

10,210,210

浙江义乌市檀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正心谷价值中国精选 其他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4%

9,485,623

宁波君度尚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1.62%

8,382,102

中山协诚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

7,873,35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51%

7,78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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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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21,000,000

冻结

22,820,000

35,544,034

8,687,258

6,06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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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中山合富盈泰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中山协诚通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浙江义乌市檀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正心谷价值中国精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393,353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东情况说明（如有）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92,27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485,623 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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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国内外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经营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面对新形势和新困难，公司管理层按照既定的全年工
作目标和工作重点，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有序复工复产，努
力推进各项工作部署。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9,497.24万元，同比增长70.83%；营业成本130,388.11万元，同比
增长89.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601.95万元，同比增长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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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发
第四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 度的追溯调整，亦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
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
更的议案》
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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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经公司 2019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批准，公司决定注销全资子公司青
航国际。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青航国际已注册撤销，处于公示阶段。2020 年 4 月，青航国际完成注
销，不再纳入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领博，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1,000 万元。公司持
有广东领博 100%股权，广东领博纳入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诺斯贝尔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小诺家电商，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诺斯贝尔持有小
诺家电商 100%股权，小诺家电商纳入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2020 年 5 月公司子公司广东领博与香港诺斯贝尔签订《广东领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诺斯贝尔（香
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关于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广东领博以现金方式收购
香港诺斯贝尔持有的诺斯贝尔 10%股份，
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43,000 万元。
该股份收购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
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 年 6 月 8 日诺斯贝尔完成了上述交易的股份过户事项。交易完成后，
公司及广东领博合计持有诺斯贝尔 10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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