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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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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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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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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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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林股份 60311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吴江渝 

电话 0523-89112012 

办公地址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中路68号国贸中心8楼A、B座 

电子信箱 wujiangyu@china-wanli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789,061,054.31 5,203,761,102.84 1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54,218,388.32 2,278,678,316.17 -1.0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1,780,535.77 58,241,934.09 74.75 

营业收入 454,543,197.12 226,565,930.14 10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995,662.75 48,246,584.08 3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3,043,065.57 41,983,712.95 5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3 2.16 增加0.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263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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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沪瑞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17 102,512,536 102,512,536 质押 67,800,000 

黄保忠 境内自然人 11.48 53,057,448 53,057,448 质押 13,920,000 

无锡合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1 25,007,117 25,007,117 无   

上海祁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5 18,741,158 0 无   

石河子市舒侃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2 10,277,176 0 质押 10,277,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0 7,854,813 0 无   

东海基金－上海银

行－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7 5,408,958 0 无   

红土创新基金－银

河证券－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 1.12 5,179,460 0 无   

陈树新 境内自然人 0.96 4,430,000 0 无   

张玉 境内自然人 0.91 4,20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黄保忠持有上海沪瑞 80.00%股份，并通过靖江保利投



明 资有限公司持有无锡合创 13.20%出资份额（靖江保利投资

有限公司为无锡合创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南通红土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33%股权。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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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54,543,197.12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00.02%，实

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62,995,662.75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0.57%；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5,789,061,054.31 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人民币 2,254,218,388.32 元。 

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装卸自然吨 529.24万吨；完成代理进口木材 165.8 万立方米；完成原

木砍伐 14.03万立方米。 

1、各项业务 

贸易代理业务。木材进口代理业务：受国内经济大环境影响，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给

木材行业也带来了诸多影响。面对新形势，公司强化风险控制，巩固和优化原有业务，积极拓展

新客户和新市场，充实原木砍伐、运输、板材加工和贸易等业务，上半年较好的实现了预期目标。

内贸代理业务：上半年，面向建工类央企和能源类央企的代理业务继续开展，提供木材、钢材和

煤炭等大宗物资的配送服务，业务量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 

港口装卸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泊位、场地持续紧张运转。为了持续提升装卸效率，增加库

场利用率，公司通过采取各种措施确保操作人员出勤率、机械出工率及完好率，上半年实现木材

接卸量达到 188万立方米，再创历史新高。 

基础物流业务。公司紧盯市场变化，分别调整和推进在靖江区域的物流配送业务和在全国各

地的仓储业务。 

靖江地区配送业务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中木材配送 183.7万立方米，公路运输方式有所增长，

水运方式略有下降；船舶代理业务支付增长明显，营收同比增长 30%，其中，内贸船舶代理量大



幅度增长；进口货运代理业务量增长较大，货代业务营收增加约 50%。 

物流网点工程以做好现有库场的运营为重点，同时继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华南，

华中、东北等地区调研库场布局，走访了大量客户。经济发达地区仓库收入稳定，发展良好，但

趋于饱和，中部和西南地区受到政策影响比较大，仓库实现盈利相对比较难，受市场变化和环保

政策等因素影响，慎重对待仓库租赁布局工作，没有增加新的仓库。 

2、项目建设 

一是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建设。8 个共 4.8 万平方米的仓库及配套设施建设已经完工；配送中

心 A、B、C 座的的主题工程已经建成，正在进行配套设施的建设；与木材流通行业经验丰富的业

务团队合作已经确定，正在积极筹备试运行并开展招商工作。二是“物流网点工程”建设。按照

“物流网点工程”建设方案，公司以效益为导向，组织力量奔赴全国各主要木材港口，木材集散

地和木材市场考察调研，积极推进物流网点布局，受环保整治力度和木材加工产业转型调整等不

利因素影响，寻找合适的库场的难度较大，今年上半年未增加新的仓库。三是推进“木材供应链

管理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利用 RFID 技术，完成了仓储管理系统（标准版）开发，并在 11个

仓库安装了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完成了咨询平台和智慧物流平台的改版和框架设计，实现现场业

务驱动物流管理，精确管理到每一件货物，为公司代理业务、货物仓储、动产质押等业务提出支

撑服务。 

3、海外业务 

公司 2017年收购裕林国际 55%股权，间接持有加蓬 107万公顷的森林砍伐权，为公司进一步

拓展海外市场创造了条件和基础。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0,685万元，净利润 4,799万元，已

经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向木材供应链上端延伸取得实质性成效。 

4、企业文化建设 

按照采取日常工作与专题推进相结合，以公司发展为主要动力，以内控制度建设等规范管理

为基础，综合运用品牌塑造、宣传教育、物质激励等手段，持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实施了股权

激励计划，将有效地调动核心管理团队和业务技术骨干人员的积极。继续利用各种内外部条件，

塑造万林品牌，巩固和增强公司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提高在资本市场影响力，提升万林的品牌

价值。今年 2月份，承办了“面向世界林业资源 共谋未来发展”靖江高峰论坛，进一步提升了万

林股份在全国乃至海外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