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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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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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2020

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182,467,452.15元。由于公司可转债已于2020

年6月29日进入转股期，截止2021年4月14日，公司的总股本为528,712,071股（公告编号：2021-034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0年度拟以528,712,071股基数进行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

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58,158,327.81元（含税）。由上述利润

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将增加，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

分红比例不变，最终将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数量为基数，相应增加现金分红总额。 

此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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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特股份 60309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晓楠 马继峰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东四路10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

东四路10号 

电话 010-67856668、010-67856239 010-67856668、

010-67856239 



电子信箱 stock@centerint.com stock@centerin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研发、生产、销售绿色、环保、节能新型建材并提供相关工程设计、生产、安装和

售后等一体化服务，主要承接金属围护系统工程（屋面系统、墙面系统）和声屏障系统工程，提

供从工程咨询、设计、专用材料供应和加工制作到安装施工全过程的工程承包服务。公司一直不

断加强在技术研发、产品系统集成、深化设计、施工组织、工程运营管理方面的投入，让绿色、

环保、节能新型建材更快、更好地在国内推广并更好地服务客户。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成长为

行业内领先的建筑金属围护系统一体化服务商。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金属复合幕墙板、金属屋墙面单层板（铝镁锰合金板、镀制烤漆板）和

隔吸声屏障板，目前已形成金属围护和环保治理两大业务板块，金属围护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建

筑、公共建筑及交通工程领域，例如汽车、机械、冶金、石化、电力、电子、医药、食品等各行

业的工业厂房，以及轻型钢结构高铁站、会展中心、博览会展馆、文化体育场馆、机场候机楼、

交通枢纽、购物中心等大型公共建筑的金属屋面、墙面系统；并且未来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固定资产投资多年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物流仓储与集转运中心建设也将成为金属围护行业市场

的有力突破。声屏障系统主要应用于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工程领域。 

公司设立初期产品主要以建筑金属围护系统为主，环保治理业务板块中的隔声降噪系统是围

护系统的基本建筑功能之一，所以围护系统本身也包含了建筑声学设计及声环境改善等多项声学

技术。通过对围护系统中隔声降噪技术的抽取，并结合道路及室内噪声治理系统的技术要求，公

司引进了复合隔吸声屏障板的自动化连续生产线、吸收了高速铁路声屏障板技术、自主研发了复

合隔吸声屏障板，同时，完成了多项应用创新，截止 2020 年底，公司声屏障的专利数量为 20 项。

目前已成为国内铁路和市政道路噪声治理领域的主要解决方案提供商。 

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土壤治理工作，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各项

法律法规，极大地带动了土壤治理服务的需求，为土壤修复行业的发展迎来了重大机遇，在此背

景下，公司与德国旭普林公司深化合作，积极布局土壤修复业务，引入了世界领先的原位热脱附

等先进土壤修复技术，用于国内污染地块的修复。报告期内，公司采用“投资引进、国产转化、

创新提升”的策略，针对国内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实现了治理成本下降，治理效果提升，治

理方式转变的新局面。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土壤污染治理的重要力量。 

(二)经营模式 

1、金属围护行业经营模式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经营模式包括工程业务模式和产品销售模式两类。部分综合实力较强的企

业能提供围护系统设计、制造、安装施工一体化服务，直接面向业主或总包单位承揽项目。此外

部分企业定位于围护系统的专业制造商，侧重于围护系统的生产与产品销售，不提供安装施工服

务。 

建筑金属围护工程不同于土建、主体工程，属于专项分包工程，业主在确定项目建设方案后，

通常以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总包和分包单位。常见的发包模式包括总包模式与分开发包模式两种： 

第一种总包模式，如下图所示。由业主确定总包后再委托总包确定围护等专项分包单位，在

该模式下，围护专项分包单位和总包单位签订合同，并与总包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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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模式流程图 

第二种分开发包模式，如下图所示。在该模式下，总包以及主要专项分包单位均由业主直接

确定，围护专项分包单位直接和业主签订合同，并与业主进行结算。 

 

 

 

 

 

 

 

 

 

分开发包模式流程图 

对围护专项分包单位而言，不同发包模式下合同签订主体以及结算主体存在差异，但业务流

程仍是围绕各个项目展开，行业内企业通常采取项目制的经营模式。 

2、声屏障行业经营模式 

根据应用领域不同，声屏障行业的经营模式也相应存在差别。在铁路声屏障项目中，产品销

售模式与工程承包模式并存。在公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声屏障项目中，行业经营模式则以工程承包

类为主，业主或总包通常将声屏障工程单独分包，由专业的声屏障厂家提供产品以及工程安装服

务。 

3、土壤修复行业经营模式 

公司提供场地调查、方案咨询、设备服务、技术服务和修复工程实施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和服

务内容，依据污染场地归属人的服务要求开展项目经营活动。 

(三) 公司所属行业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全国上下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运行

逐步恢复常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 10159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7754 亿元，增长 3.0%；第二产业增加值 384255 亿元，增长 2.6%；

第三产业增加值 553977 亿元，增长 2.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7.7%，第二产

业增加值比重为 37.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4.5%。 

2020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72996 亿元，同比增长 3.5%,建筑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的

18.99%。根据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发布的数据，我国建筑装饰行业总产值由 2010 年的 2.10 万亿元

增加到 2018 年的 4.22 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9.12%。2019 年，建筑装饰行业总产值约为 4.6

万亿元。国内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仍在延续。 

1、建筑金属围护行业 

公司的建筑金属围护系统所处行业为“E 建筑业”中的“E50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细分为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建筑金属围护系统是以金属材料作为围护系统的承重和连接骨架，利用金属

板作为围护材料，配合防水、保温、隔热、隔声等材料，完成围护系统的各项功能要求。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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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性强、经济性能高、外观适应性强、易于造型、抗震性能好等诸多优点，是一种理想的绿色

环保建筑材料，属于国家大力发展的新型墙体材料。 

金属围护系统在公共建筑市场的应用领域主要有机场航站楼、型钢结构高铁站及大型交通枢

纽、会议及展览中心、博览会展馆、文化体育场馆等。该类工程投资主体主要以政府为主，投资

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经济周期及国家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另外，随着

社会对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绿色建筑将成为工业厂房未来的发展趋势。绿色建筑

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 

在国外，将金属板材作为屋面材料、墙面材料使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大量采用金属作为围

护系统材料主要是因为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冶金工业的飞速发展，能够生产出各种规格及满

足质量要求的金属板材。1966 年，澳大利亚的 BHP 公司发明了一种被称为 COLORBOND 的彩色钢

板，这一项发明使钢结构建筑彻底摆脱了“车棚”或“谷仓”的形象，真正成为丰富多彩的“建筑”。1976

年发明的“镀铝锌”(ZINCALUME)技术，又使建筑寿命大大延长。金属热浸镀技术及冷弯成型技术的

开发应用和日趋成熟，为金属板材在建筑围护系统的应用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20 世纪 70 年

代，现代建筑金属围护体系全部形成，国外的一些专业公司开发形成了自己完善而独特的建筑系

统。 

相比而言，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在我国大陆地区应用和发展的时间还不长，主要经历了行业引

入期（1980 年—1990 年）、发展期(1991 年—2000 年)、完善期(2001 年—2005 年)和成熟期(2006

年至今)四个阶段。 

2006 年，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06），第一次为绿

色建筑贴上了标签。随后，住建部陆续出台政策，逐步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

此外，国务院也发布一系列政策和规划，明确支持绿色建筑行业的发展。促进绿色建材的生产和

应用，是拉动绿色消费、引导绿色发展、促进结构优化、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近年来，在政府

部门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相关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并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产业的发展。建筑节能、绿色发展已成为新常

态下经济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能够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将成为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 

在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工信部办公厅 2017 年 2 月发布的关于《新型墙材推广应用行动方案》，

以及工信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8 月发布的关于《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中，

都明确要求以绿色墙材生产和应用为导向，实现墙材工业和建筑业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和可

持续发展，大力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绿色城市建设，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各省市同样也在出

台政策以支持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促进墙材行业转型升级、扩大高品质墙材供给，对培育发展

绿色墙材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及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必须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大会报告，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指

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 

这些大背景下，建筑金属围护系统作为一种绿色墙材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随着国内建筑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墙体材料标准的提高，对新型墙体材料的需求也会越来越

大。新材料如各种新型的复合材料不断问世，在不降低使用效果（防腐性能、机械强度等）的前

提下达到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效果。在工艺控制上，随着更成熟、更稳定的辊弯成型生产工艺

发展，为金属围护系统在工艺上提供着出色的表现，冷弯设备能将材料一次性完成多项塑性加工

工艺，如复杂异型金属板及围护构建等进行一次成型，满足了更多的建筑需求。在产品选择上，

建筑需求直接带动行业发展，行业厂家不断发展壮大，行业不断研发出更多的面板板型及系统搭

配，并逐渐以地域性、气候性分区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金属围护系统类型，产品设计更加细化，

产品选择更加多元化。到目前，将金属板材作为建筑围护系统已经大量应用于工业建筑、民航建



筑、文化建筑、体育建筑、会展建筑等领域，金属围护系统的技术水平日臻成熟，行业发展已步

入成熟期。 

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

发展新型建造方式，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

例达到 30%。2016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1

号）提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重点推进地区，常住人口超过 300 万的其他城

市为积极推进地区，其余城市为鼓励推进地区，因地制宜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现代

木结构等装配式建筑。在此背景下，2017 年 3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印发<“十三五”装

配式建筑行动方案><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管理办法><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建

科[2017]77 号），对发展装配式建筑做了具体规划。住建部还提出“到 2020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

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15%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区、积极推进地区和鼓励推进地区分别大于 20%、

15%和 10%”，此外多项装配式建筑建设、评估标准相继出台，各省市相继发布配套政策支持推进

装配式建筑实施，明确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目标，同时提出相关补贴、优惠政策。各地积

极推动，多措并举，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2018 年全国两

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加快标准化建设，提高建筑

技术水平和工程质量。2019 年 3 月 27 日住建部建设市场监管司发布的“2019 年工作要点”于首条

工作要点“推进建筑业中重点领域改革，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中单独提出要开展钢结构装配式

住宅建设试点，系装配式建筑推广政策中首次仅提钢结构试点，同时提出将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试

点，并将于试点地区保障性住房、装配式住宅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中明确一定比

例工程项目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造。装配式建筑是建筑领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着力点，相

对于传统现浇建筑， 装配式建筑可缩短施工周期 25%-30%，节水 50%-60%，节约木材约 80%，

降低施工能耗约 20%，减少建筑垃圾 70%-80%，并显著降低施工粉尘和噪声污染，同时绿色的建

造方式在节能、节材和减排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助推绿色建筑发展，提高建筑品质和内涵，

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具有支撑作用。 

202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报了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新开工装配式钢结构建筑 1.9 亿

㎡，较 2019 年增长 46%，占新开工装配式建筑的比例为 30.2%。其中，新开工装配式钢结构住

宅 1206 万㎡，较 2019 年增长 33%。装配式钢结构集成模块建筑得到快速推广，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 12 月 16 日至 18 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而绿色建材具有巨大的碳减排潜力和市场发展潜力，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推动建材

行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然要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加

快了绿色建材的发展进程。未来，绿色建材的高质量发展将有力转变行业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兼顾质量和效益，转向注重科技含量、循环经济、健康协调的发展新模式。 

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广泛应用于汽车、机械、冶金、石化、电力、电子、医药、食品等各行业

的工业厂房和物流仓储中心屋墙面，以及机场航站楼、火车站及大型交通枢纽、会议及展览中心、

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屋墙面，声屏障系统主要应用于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

工程领域。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基础建设投资规模有紧

密联系。从主要企业的分布来看，建筑金属围护行业内企业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

海经济圈，中西部地区较少。从下游客户的分布来看，工业厂房、公共建筑、交通工程等项目建

设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明显区域性。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的上游行业主要为金属板材、保温棉等原材料行业，其中金属板材占比最

大，其上游为金属冶金行业，因此本行业受上游冶金行业影响较大。首先，上游冶金行业的迅速

发展为本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 1996 年我国钢铁产量突破 1 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

2020 年全球粗钢产量为 18.64 亿吨，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2020 年是我国电解



铝行业创下历史的一年，一方面随着产能臵换的不断推进，电解铝产量创历史新高，2020 年全年

产量达到 3724 万吨，同比增长 4.2%。钢铁、电解铝产量快速增长，为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的发展

提供了充分稳定的原材料保障。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利润水平受到产品技术水平，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国

家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由于行业集中度不高，各企业之间业务规模、产品技术水平、客

户群体差异较大，不同企业的利润水平差异较大。从行业内主要企业的不同销售模式来看，综合

服务商具备较强的设计能力以及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能提供从设计、生产、工程施工、后续维

护等一体化服务，其谈判能力往往强于侧重于生产业务的企业，相应利润水平一般高于以产品销

售业务为主的企业。 

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具有强度高、抗震性强、可循环利用、节能环保、易于标准化生产和装

配式施工的优点，一方面对于绿色建筑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发展装配式建筑在新

建建筑中的比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建筑节能环保行业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建筑大国，建筑能耗伴随着建筑总量的不断攀升和人们对

居住舒适度要求的提高，呈急剧上升趋势，建筑耗能总量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已超 30%。

2018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2018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建筑能

效提升，研究制定建筑能效提升 2020 年、 2035 年以及到本世纪中叶的中长期发展路线图。因此，

推行节能新材料在绿色建筑中的广泛运用对于保护城市环境，减少环境污染，缓解能源紧缺问题

都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推行建筑中新材料的使用，还可以推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缓解能源紧

张的局面，推动现代城市的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绿色建筑发展迅速，在《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

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也提出了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的目标，并制定了绿色建筑补贴政策。随

着国家对绿色建筑及节能减排的要求，金属围护系统将向绿色、环保、节能的方向发展。目前已

出现金属板太阳能屋面和金属板种植屋面等技术，金属板太阳能屋面通过在屋面压型金属板上以

特种粘合剂直接粘贴非晶体柔性太阳能发电板，形成光伏一体化屋面。金属板种植屋面系统是在

卷材防水压型钢板复合保温屋面基层上铺以种植土和种植植物或设置容器种植植物，形成绿化屋

面，达到保温隔热、绿化美观、生态节能、保护防水层及延长建筑寿命的功效。太阳能与金属屋

面、墙体等集成，既能减少建筑成本，也能达到防水、遮阳的效果，更能与建筑融为一体，达到

更好的外观效果与节能作用。 

目前，随着我国节能 65%的建筑节能标准的普遍执行实施，建筑已从低层次的解决人的居住

向高层次的绿色生态建筑发展。在建筑物的耗热中，外墙耗热占了 30%左右。因此，新型节能建

材的研发、使用和推广，成为我国降低建筑物能耗的主要途径之一。 

公司在建筑节能环保行业主要从事生产节能建材产品，开发推广建材节能生产技术。一方面

研究、开发、引进消化、推广建材生产节能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研究、开发、消化吸收、生产

节能建材产品。同时，公司结合自身优势发展声屏障业务、进入土壤修复领域，为公司多元化发

展提供了重要途径。 

3、土壤修复行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工作，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率先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通过加快

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 2035 年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总体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生态

文明全面提升，实现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0 年，《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印发实施，在

长江、黄河、海岸带等布局了 9 大工程、47 项重点工程；深入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提高了林草碳

汇能力。全面完成国土绿化“十三五”规划主要任务，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3.04%，森林蓄积量超

过 175 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 56%，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相对完整，对于

固碳释氧、缓冲气候变化影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环保行业天然具有绿色低碳属性，探索开展低碳土地整治，增强减排固碳能力。开展了土地

整治全过程碳收支评价，研发了低碳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构建了低碳土地整治全过程碳收支计量

技术体系，土地整治等工程减排固碳效果明显。 

公司主营业务建筑金属围护系统以及声屏障和土壤修复业务属于绿色环保低碳产业的范畴，

是国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持续转型升级的产业生态，培植新动能、新业态的重点

发展方向。政策红利的持续推动以及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决策的牵引，绿色环保低碳产业

的发展空间巨大。公司将充分利用好宏观政策环境的有利时机，利用好绿色建筑行业领域有利的

政策机遇，结合经济发展形势，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创新投入，加强运营管理能力，在保持主营业

务良好发展的同时加强声屏障业务、土壤修复业务的增长，以实现公司的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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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4,554,912.99 4,708,805,840.99 6.49 3,604,290,833.31 

营业收入 3,152,519,439.70 3,356,560,906.93 -6.08 2,931,196,981.5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2,467,452.15 212,537,711.96 -14.15 220,101,652.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0,338,500.14 198,252,371.25 -9.04 215,655,570.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36,476,531.22 2,068,408,086.44 3.29 1,855,151,048.5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085,910.88 368,020,654.92 -85.03 31,230,191.7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8 0.44 -13.64 0.4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9 0.44 -11.36 0.4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77 11.06 减少2.29个百分

点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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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481,186.27 709,017,741.57 890,511,827.77 953,508,68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2,665,839.45 46,009,896.23 51,020,545.92 42,771,17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4,341,982.55 45,532,076.30 48,462,878.56 42,001,56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9,735,504.87 -200,354,920.32 145,196,988.74 229,979,3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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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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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爱森 0 170,027,820 35.42 0 质押 15,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

限公司 

0 105,664,680 22.01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华永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24,000,300 54,367,200 11.33 0 质押 43,7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翁家恩 0 27,900,000 5.81 0 质押 10,9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匀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匀丰灵活配

置－定制 4号私募投

资基金 

13,654,500 13,654,500 2.84 0 无 0 未知 

周梅凤 0 1,460,941 0.3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颜坚 0 1,440,000 0.3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蒋海峰 0 1,440,000 0.3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文 0 1,440,000 0.3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伟林 -12,000 1,428,000 0.3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为刘爱森、李桂

茹夫妇二人控制的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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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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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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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251.94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20,404.15 万元，降幅为

6.08%，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 18,246.7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3,007.03万元， 降

幅为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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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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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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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本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北京烨兴钢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烨兴 100.00  

2 森特（北京）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森特建筑 100.00  

3 兰州士兴钢结构有限公司 兰州士兴 100.00  

4 沈阳士兴钢结构有限公司 沈阳士兴 100.00  

5 北京森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森贝环保  100.00 

6 温州森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森特环保 100.00  

7 森特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森特香港 100.00  

8 森特旭普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森特旭普林 100.00  

9 山东森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森特 100.00  

10 森特土壤修复研究院（深圳）有限公司 森特土壤 90.00  

11 森特劳务有限公司 森特劳务 100.00  

12 广州工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工控 60.00  

13 广州烨兴钢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烨兴 100.00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森特土壤修复研究院（深圳）有限公司 森特土壤 90.00  

2 森特劳务有限公司 森特劳务 100.00  

3 广州工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工控 60.00  

4 广州烨兴钢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烨兴 100.00  

本期减少子公司：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