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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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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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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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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总股本 268,883,918 股为基准，向全体在册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5.70元（含

税），公司预计派发现金股利 153,263,833.26元，占 2020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的比例为 30.54%；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预计转增

107,553,568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76,437,486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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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棵树 60373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米粒 李衍昊 

办公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大道518号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大道518号 

电话 0594-2886205 0594-2886205 

电子信箱 zqb@skshu.com.cn zqb@skshu.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涂料（墙面涂料）、木器涂料及保温一体化板、防水材料、地坪材料、基

辅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墙面涂料可分为面向以家庭消费者为主的家装墙面涂料和面向以地产公司、建筑工程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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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主的工程墙面涂料。木器涂料可分为面向以家庭消费者为主的家装木器涂料和面向家具、

门窗等木制品生产企业为主的工业木器涂料。家装墙面涂料主要用于家庭住宅、学校、医院、酒

店等建筑的内墙装修装饰，主要产品有鲜呼吸空气净化漆、BB 漆、儿童健康宝、鲜呼吸净味全效、

360 多效抗菌抗病毒、360 抗甲醛、净味 360 抗菌等；工程墙面涂料主要在建筑施工过程中用于

建筑内外墙涂装，主要产品有花岗岩涂料、质感涂料、外墙弹性涂料、真石漆、保温装饰一体板

等。家装木器涂料主要用于室内装修过程中的木制品表面涂装，主要产品有鲜呼吸臻钻 2KPU 水

性、净味 360 耐划伤、净味 360 多功能水性、户外铁木防护漆等。 

外墙外保温集成系统是一种置于建筑物外墙外侧，与基层墙体采用粘结及锚固方式固定的保

温系统，有较好的保温隔热效果，适用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外墙保温工程，以实现对建筑物

的节能、防护和装饰等功能。目前主要有岩棉板外墙外保温系统、苯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等。 

防水材料多使用在屋面、地下建筑、建筑物的地下部分和需防水的内室和储水构筑物等。公

司的防水材料主要分为防水卷材和防水涂料两大系列，更好地顺应了建筑外形复杂和变截面工程

防水的需求。其中，防水卷材产品分为高分子防水卷材、改性沥青防水卷材、自粘防水卷材，防

水涂料产品主要分为沥青防水涂料、聚氨酯防水涂料、水性防水涂料等。 

地坪材料主要用于各类商用及民用建筑地下与地上车库、公共建筑室内及室外地面、工业建

筑中要求高洁净度、无尘、无菌及高机械性能等场所地面以及户外球场、体育场看台等。公司的

地坪材料主要有环氧地坪体系、聚氨酯地坪体系、无机地坪体系、功能地坪体系四大系列。其中

环氧地坪体系包含溶剂型环氧地坪和无溶剂环氧地坪；聚氨酯地坪体系包含溶剂型聚氨酯地坪和

无溶剂聚氨酯地坪；无机地坪体系包含耐磨骨料地坪和液态硬化剂地坪；功能性地坪体系包含聚

氨酯超耐磨地坪、环氧彩砂地坪、环氧磨石地坪以及导静电/防静电地坪。 

基辅材适合各种家具制造业产品粘贴和室内装饰过程中填缝、密封、基材表面加固、造毛，

以及抗裂、补裂处理、墙面施工表面预处理等，主要有 360 清味白胶、全冠墙面加固胶、360 强

力胶、优易施环氧干挂胶、鲜呼吸耐水腻子、美缝剂等系列产品及施工辅助工具。 

2、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为自主采购，具体采购方式为招标采购、比价采购、小额零星采购、经济采

购以及单一来源采购等。 

公司的生产模式主要为以销定产、自行生产，即根据客户订货情况，通过自有生产设备自主

组织安排生产。此外，公司部分辅料产品通过委托加工方式进行生产。 

公司的销售模式包括经销商销售模式和直销模式。根据产品类别的不同，公司采用不同的销

售模式。 

3、涂料行业情况 

涂料作为一种用于涂装在物体表面形成涂膜的材料，广泛用于各行各业，由于其可以增强金

属结构、设备、桥梁、建筑物、交通工具等产品的外观装饰性，延长使用寿命，具有使用安全性

以及其他特殊作用（如电绝缘、防污、减阻、隔热、耐辐射、导电、导磁等），是国民经济配套的

重要工程材料。 

从涂料工业全球地区分布来看，亚太、欧洲和北美是全球涂料行业的领先地区，目前全球涂

料前十大企业均为该三个地区的企业。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建筑涂料市场，而中国涂料产量主要

集中于华东和华南地区，产量同比增长幅度方面，安徽、河南、四川等名列前茅，有较大幅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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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020 年，中国涂料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坚持新发展理念、秉持绿色发展共识，取得了全行业运营平稳、全年涂料

产量和利润总额双增长的不易成绩。据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统计，2020 年全年涂料行业产量为

2,459.10 万吨，同比增长 2.6%；主营业务收入为 3,054.34 亿元，同比下降 2.8%；利润总额为 245.97

亿元，同比增长 5.5%。 

我国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同

时国家新基建工程、新型城镇化机遇、旧城改造、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政策，成为涂料需求新

的增长点。2019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城镇保障房并深入推进农村危房改造；2020 年 7 月，《关于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期末，即 2025 年之前，力争基本

完成 2000 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另据第十一届全国既有建筑改造大会公布的数

据，我国城镇约有 4,300 万户家庭居住在 16 万个老旧小区内，建筑面积近 40 亿平米。老旧小区

改造将为涂料、防水材料、保温材料及辅料带来新的市场机遇，若再带动室内翻新将释放更大空

间。城市更新在旧改基础上增加了更大的范畴，如公共建筑、商业空间及其他基础设施等，均有

利于三棵树其他业务新增长点的发展。但目前国内涂料行业集中度仍较低，行业将加快优胜劣汰、

集中度将逐步提升。 

此外，绿色低碳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居民消费升级加速，带动家装重涂、高端环保涂料市场

发展，高品质的产品和施工服务将越来越受欢迎。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9,094,152,554.86 5,675,296,091.06 60.24 3,165,604,967.53 

营业收入 8,200,228,400.23 5,972,263,435.78 37.31 3,584,016,77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1,772,704.73 406,143,739.38 23.55 222,488,02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2,579,677.18 356,633,984.00 18.49 188,635,33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508,157,051.92 1,724,914,433.56 45.41 1,335,331,40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57,353,767.86 399,892,555.24 14.37 266,731,62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1 1.56 22.44 0.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1 1.56 22.44 0.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06 23.61 

增加1.45个

百分点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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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34,661,694.95 2,159,845,976.39 2,400,985,330.48 3,204,735,39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6,384,012.18 235,139,531.99 216,150,974.52 176,866,2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59,560,128.61 227,809,217.14 206,322,685.64 148,007,903.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29,312,269.92 188,127,234.58 -356,697,949.77 1,455,236,752.9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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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2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0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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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洪杰 57,332,942 180,194,470 67.01 8,188,331 质押 35,850,400 
境 内 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494,967 34,398,242 12.79 0 无 0 其他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3,651,429 3,651,429 1.36 0 无 0 其他 

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

证券投资基金 
1,295,344 3,200,318 1.19 0 无 0 其他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453,560 3,101,752 1.15 0 无 0 其他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 
2,943,315 2,943,315 1.09 0 无 0 其他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玄元树道 1 号私募
2,685,358 2,685,358 1.0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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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2,284,442 2,284,442 0.85 0 无 0 其他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磐沣价值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7,608 1,997,608 0.74 0 无 0 其他 

GIC PRIVATE LIMITED 955,341 1,711,706 0.64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洪杰先生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公司第

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玄元树道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它

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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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20,022.84 万元，较 2019 年度增长 222,796.50 万元，增长

37.31%，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2020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58,339.5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177.27万元，较 2019年增长 23.5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母公司及 25家子公司，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动”、附

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