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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06              证券简称：百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6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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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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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20年12月31日已发行总股本427,777,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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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亚股份 股票代码 0030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黎 李琳 

办公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路 1 号上城国际 5 栋

25 楼 

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路 1 号上城国际 5 栋

25 楼 

电话 023-68825666-666 023-68825666-666 

电子信箱 baiya.db@baiya.cn baiya.db@baiy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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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一次性个人卫生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采取自主研发和生产的模式，以经销商、

KA 和电商为主要销售渠道，为各年龄段消费人群提供安全、舒适和高品质的个人健康护理产品，产品主要

涵盖卫生巾、婴儿纸尿裤、成人失禁用品等领域。 

公司旗下拥有自由点、妮爽、好之、丹宁等品牌，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美誉度。其中，自由

点、妮爽为卫生巾品牌，分别定位于中高端产品和大众产品；好之为婴儿纸尿裤品牌，定位于中高端产品；

丹宁为成人失禁用品品牌，定位于中高端产品。公司主要产品系列包括： 

品类 品牌 系列名称 产品示例 主要特点 

卫生巾 自由点 

无感7日 

系列 

 

该系列产品具有薄、柔、

吸的特性，采用超薄复合

芯体结构，产品轻薄，蓬

松柔软，超强吸收。 

无感无忧 

系列 

 

该系列产品采用独创的Y

型芯体结构，结合立体悬

浮设计，产品更加贴合人

体股沟，减少摩擦感。 

舒睡系列 

 该系列产品具有超长超

吸收的特性，舒睡430长

度保持着行业内最长的

巾身设计。 

安睡裤 

系列 

 

该系列产品采用立体全

包围裤型设计，贴身不紧

绷，超薄透气，柔软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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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ORE 

有 机 纯 棉

系列 

 

该系列产品采用有机纯

棉表层，天然健康，极薄

柔软，亲肤透气。 

隐形系列 

 

该系列产品采用独创的

四边封包装设计，隐秘、

隐感、隐痕，产品超极薄，

轻柔贴身。 

婴儿纸

尿裤 

好之 

超薄全能 

系列 

 

该系列产品采用双层超

薄柔软面层和轻薄柔韧

的复合芯体结构 具有超

薄、透气、柔软的特性。 

不要紧 

系列 

 

该系列产品采用超声波

工艺设计的无束缚弹柔

腰围，让婴幼儿穿着更舒

适。 

成人失

禁用品 

丹宁 成人系列 

 

该系列产品解决成人失

禁期间的困扰，具有蓬松

柔软、吸收性好的特性。 

2020年，为顺应卫生巾产品中高端化的消费趋势，公司通过不断的产品升级和新品推出，满足消费者

的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提升了消费者对于公司产品的美誉度，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品牌力，并实现了产

品更广泛的市场覆盖。公司加速推动自由点安睡裤、无感无忧、有机纯棉等中高端产品的市场推广，提升

重点品项的销售占比；同时，公司持续强化渠道建设，提升产品渗透率和覆盖率，实现线上和线下的快速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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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经营模式及运作策略  

公司主要采取“产、供、销”一体化的业务模式，覆盖从产品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到销售等

各个环节，实现了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直接、及时和有效地协同控制。 

1、采购模式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由供应链管理部的专业采购人员，根据销售计划、生产计划和物料需求计划

及原材料库存情况等因素，制定合理的采购计划，并通过 ERP系统进行管理，有效降低资金占用，并坚持

与品牌供应商合作，不断提升采购质量。 

2、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自主生产为主、OEM 外协生产为辅的生产模式。公司卫生巾和婴儿纸尿裤产品主要为自主生

产，公司自主完成产品的功能、外观和包装设计，按照产品设计及生产工艺要求，采购原辅材料，依靠自

有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和生产人员组织生产，按照生产流程完成产品的制造。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经销、KA及电商渠道进行产品销售。此外，公司还采取 ODM销售的合作模式，为消费品

企业设计、开发和生产卫生巾、纸尿裤等产品。 

（1）经销模式：公司与经销客户签订经销合同，以卖断方式向经销商销售产品，经销商在合同约定

的地域内通过其下游零售终端将产品销售给终端消费者。在经销模式下，公司借助经销商的渠道资源开拓

市场，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实现快速扩张。 

（2）KA模式：公司一般与 KA客户的总部或区域性总部洽谈合作事宜，并签订年度框架销售合同，由

KA 客户主要采用委托代销的方式直接向终端消费者销售公司产品。目前，公司的 KA 客户主要包括永辉超

市、新世纪百货、沃尔玛、家乐福、步步高等国内外知名的大型连锁超市和大卖场。 

（3）电商模式：公司通过在天猫、京东、唯品会等三方电商平台上开设官方旗舰店或直营店直接向

消费者销售商品，公司亦通过与国内知名电商平台的新零售渠道进行合作，进入零售通及新通路渠道，扩

充线下销售营销网络。同时，公司积极参与直播、私域社群、社区团购等新兴渠道，进一步拓展了营销渠

道和实现了更广的市场覆盖。 

（三）行业发展现状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我国一次性个人卫生用品市场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根据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的统计，2019年我国吸收

性卫生用品市场规模（市场总销售额）已达到 1,165.3亿元，比上年增加 3.4%；从市场结构来看，女性卫

生用品占比最高，达到 49.1%，其次是婴儿卫生用品，占比为 42.8%，成人失禁用品占比为 8.1%。一次性

卫生用品属于日常消费品，卫生巾和婴儿纸尿裤产品均无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征。 

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个人健康护理意识不断加强，女性消费者对卫生巾产品的贴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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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性、功能性等方面的消费体验要求逐渐提高。消费需求多维变化，消费者选择亦多样化，以极薄、舒

适、超强吸收为代表的中高端卫生巾的消费比例持续提升，其中裤型卫生巾在女性卫生用品中的份额继续

扩大。中高端卫生巾市场呈快速发展的趋势，这将使得产品实力、品牌形象及产品定位的重要性愈发突显，

具有丰富产品线、较强研发创新能力的品牌企业将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我国婴儿纸尿裤市场渗透率快速提升，但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望进一步提高，

未来市场规模提升空间大。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以及父母对婴儿的卫生、健康意识的加强，中

高端婴儿纸尿裤市场需求旺盛且持续升级。中高端产品的增长，将推动我国婴儿纸尿裤市场规模的进一步

扩大。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专注打造中国一次性卫

生用品领域的本土领先品牌。公司拥有一流的生产设备，不断优化生产效能，同时配置专业研发团队，不

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推陈出新，满足市场多层次和差异化的产品需求，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多

样化的中高端一次性个人卫生用品。 

在品牌形象方面，公司旗下的“自由点”品牌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最佳品牌形象奖”等荣

誉，“好之”品牌商标荣获“重庆市著名商标”、“中国纸尿裤十大品牌”等荣誉；在研发技术方面，公

司被评选或认定为重庆市市级“卫生用品工业设计中心”、“重庆市企业技术中心”、“重庆市一次性卫

生用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在产品品质方面，公司被认证或评选为“医护级产品标准示范企业”、“全

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标准与认证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疗卫生

材料及用品分会副会长单位”、“全国百佳质量诚信标杆企业”等，公司亦是《卫生棉条》团体标准

（T/CNITA 09102-2018）的起草单位之一。根据尼尔森的统计数据，在 2020年度全国销售额份额排名中，

公司卫生巾产品的市场份额在本土厂商中排名第四，在川渝市场销售份额排名第二，公司已发展成为国内

一次性卫生用品行业领先的本土企业代表之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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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250,751,478.00 1,149,414,600.00 8.82% 961,162,74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507,497.00 128,153,643.00 42.41% 89,350,98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211,789.00 123,048,128.00 46.46% 87,541,35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774,493.00 132,017,167.00 89.96% 73,621,383.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33 39.39%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33 39.39%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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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5% 20.02% 1.33% 15.4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465,009,779.00 994,074,468.00 47.37% 866,606,6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4,506,050.00 700,594,209.00 60.51% 616,715,566.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00,812,285.00 305,784,051.00 299,743,209.00 344,411,93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756,237.00 34,435,356.00 40,842,520.00 52,473,38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675,464.00 34,700,813.00 41,020,566.00 50,814,94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969,150.00 45,664,508.00 12,845,807.00 106,295,028.0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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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77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2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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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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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复元商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45% 177,310,000 177,310,000   

重望耀暉投資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81% 97,584,957 97,584,957   

广东温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06% 25,913,600 25,913,600   

上海铭耀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铭

耀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5.54% 23,692,471 23,692,471   

宁波通鹏信创

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5% 17,769,354 17,769,354   

克拉玛依汇元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4% 12,588,002 12,58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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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原元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7% 11,424,998 11,424,998   

克拉玛依光元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7% 10,987,000 10,987,000   

UBS AG 境外法人 1.83% 7,844,788    

杭州通元优科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8% 5,923,118 5,923,1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宁波通鹏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宁波通元致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托管理的私募基金，通元优科系浙江通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受托管理的私募基金；其中，

浙江通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宁波通元致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 

复元商贸于 2017 年 8 月与汇元投资、原元投资和光元投资三家员工持股平台签署《股东

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光元投资、汇元投资和原元投资不可撤销地将其各自在公司股东大

会的表决权（合计 8.18%）委托给复元商贸，按照复元商贸的意愿和决策行使该部分表决

权，委托期限自委托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至员工持股平台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之日。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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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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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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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和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多重压力，公司管理层聚焦主业，坚持核心战略和经营目标，凭借专业化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和

自主研发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深化优势区域渠道拓展，加快电商和新零售渠道建设，

加大营销推广等有力措施，将挑战转变为机遇，推动了公司业绩和利润持续提升。 

2020年9月，公司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进一步充实了经营资本。作为A股唯一一

家以自有品牌卫生巾及婴儿纸尿裤为核心主营业务的企业，上市推动了公司品牌力的快速提升，加强了公

司与上下游客户的合作深度和黏度。随着未来募投项目的逐步投产和运营，公司生产经营能力将进一步得

到提升，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075.1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50.7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2.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5,077.4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9.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12,450.61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0.51%，实现了公司规模和效益

的双发展，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公司始终坚信，消费者对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底层需求来自于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产品品质带来的安全

性、舒适性和可靠性，是切实提高消费者体验的核心。报告期内，公司团队切实把握市场动态，充分发挥

研发、供应链管理和生产制造的优势，通过产品迭代升级，持续优化产品的品质和功能，向消费者提供更

加安全和舒适的产品。同时，公司加速推广新品、重点单品，持续提升中高端品类产品占比，产品结构进

一步优化调整。 

2020年度，公司整体卫生巾收入94,727.3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6.23%，其中中高端产品自由点卫生

巾收入为91,072.7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8.55%，中高端产品的增长是公司未来业绩提升的主要驱动力之

一。另外，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半年婴儿纸尿裤生产所需部分原材料供应紧张，公司主动控制了婴

儿纸尿裤产品的营销资源投入，使得今年产销量较去年同期减少，营业收入相应下降。 

（二）线上线下渠道齐发力，多渠道协同发展 

公司坚持“川渝市场精耕、国内有序拓展、电商建设并举”的发展策略，积极适应形势变化，持续优化

营销体系，在深化线下业务布局的同时，也加大了线上业务投入。 

2020年度，公司继续深耕川渝、云贵陕地区核心市场，不断优化经销商结构，拓展KA销售网络；同

时，公司积极开拓新零售渠道，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品收入持续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公司顺应消费升

级及消费场景的变化趋势，积极开拓电商渠道，加大线上营销资源投入，持续扩大消费者人群和产品销售

覆盖范围，同时借力线上渠道进行品牌宣传及产品推广。2020年度，公司在川渝云贵陕核心区域及电商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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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均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快速增长。 

2020年度，公司持续推动国内市场的有序拓展，目前公司产品已经进入河南、山西、河北、安徽、两

湖、两广等地区市场。新市场开拓时，公司会相应加大品牌投入和产品促销活动力度，采用新收入准则对

该地区的当期销售收入确认影响较大；同时，由于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华中地区物流及促销活动

受限，销售收入同比有所下滑。 

（三）研发投入与生产能力不断增强 

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建立了多部门共同协作的技术创新机制，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创新。

2020年度，公司投入各类研发费用2,985.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96%；公司新增专利12项，研发设计

了多款创新产品，已投放市场的安睡裤、有机纯棉等系列产品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公司拥有国内一流的新型生产基地、专业化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产品生产线丰富，自动化程度较

高。为满足进一步满足产能提升和消费者需求，公司亦在持续开展生产设备的引入和改进工作。2020年度，

公司先后引进三条先进的卫生巾生产线及智能化配套设备，包括一条女性安睡裤生产线。同时，公司对部

分现有生产线增加了智能化配套，引进理片机、自动包装、自动装箱、码垛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节省生

产线后工序人员，降低人工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 

（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养符合公司发展的人才梯队 

公司秉承“始终坚持用户第一”的核心价值观，重新定义和升华了企业文化，凝聚了一支在一次性卫生

用品领域产业经验丰富、具有高度责任心和进取心的管理团队。与此同时，公司建立了有竞争力的人才引

进、培养、激励及晋升的发展体系，不断从外部引入人才，从内部培养员工，激发员工主动性和自我潜能，

人才储备得到夯实，为公司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体现企业人文精神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公司作为一次性个人卫生用品领域领先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迅速捐赠

超过5.6万片成人纸尿裤及5.7万片女性安睡裤产品驰援武汉火神山医院、鄂州市中心医院等前线医疗机构

和公益组织，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攻坚号召，向四川凉山州贫困山区捐赠价值563,400元的卫生巾产品，并为当地

的扶贫安置点送上了米和油等生活必需品，让贫困山区更多女性用上安全可靠的卫生巾产品。公司向重庆

市丰都县、武隆县部分中小学捐赠价值237,600元的卫生巾产品及防寒保暖物资，给山区里的孩子送上公司

员工自己编织的围巾、手套以及保温杯，让孩子们感受到最暖最甜的爱心呵护。 

同时，公司还深入各地中小学校开展生理期公益知识讲座，引导青少女养成好的卫生习惯，切实提高

青少女性教育知识水平及自我防护意识。2020年公司开展公益讲座225场，覆盖适龄女孩37,493人，为广大

中小学青少女的健康成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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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卫生巾 947,273,893.00 478,549,102.00 50.52% 26.23% 15.32% -4.78% 

纸尿裤 154,301,601.00 22,450,823.00 14.55% -35.04% -67.08% -14.16% 

ODM 149,175,985.00 32,607,135.00 21.86% -7.58% -26.71%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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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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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请参见本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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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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