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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金力泰                          公告编号：2021-053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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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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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力泰 股票代码 3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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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洋 隗聪 

办公地址 上海市化学工业区楚工路 139 号 上海市化学工业区楚工路 139 号 

电话 021-31156097 021-31156097 

电子信箱 knttzxx@knt.cn knttzxx@k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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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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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9,506,144.83 336,761,435.66 4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768,567.29 15,355,959.38 -21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740,794.79 10,360,540.02 -33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1,079,718.36 81,052,943.56 -311.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3 0.0326 -211.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3 0.0326 -21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1.67%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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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5,632,865.47 1,429,321,443.08 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3,183,774.75 1,009,415,970.09 -1.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3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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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南大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4% 73,576,600 0 冻结 26,543,000 

绍兴柯桥领英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2% 20,172,500 0   

吴国政 境内自然人 3.45% 16,861,926 0   

石河子怡科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 5,567,669 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9% 5,313,060 0   

景总法 境内自然人 1.02% 4,970,300 4,570,000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严家华 境内自然人 0.85% 4,165,320 3,995,300   

深圳市善缘金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善缘金

206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7% 3,747,400 0   

上海永拓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永拓投资久

盈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3,638,005 0   

谢淑婷 境内自然人 0.65% 3,2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543,000 股，通过天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7,033,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73,576,600 股。 

2、石河子怡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567,669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567,669 股。 

3、深圳市善缘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善缘金 20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747,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47,400 股。 

4、谢淑婷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2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200,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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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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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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1、专业化管理团队赋能 

汽车涂料行业是一个长期被 PPG、BASF、立邦、艾仕得、关西等国际知名涂料企业占据绝大多

数份额的行业，因此涂料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国际视野、产业战略思维、行业市场的前瞻把握以及主

流技术趋势的聚焦与预判显得格外重要。 

2019 年底，公司新任核心管理团队上任，由来自立邦、3M、BASF 的人才构成。团队制定了金

力泰中长期相结合的战略规划，以战略规划为基础并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持续地、针对性地

充实核心管理团队。现有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在汽车原厂漆、工业漆等不同领域均有着深厚的行业背景，

分别在立邦、PPG、BASF 以及 3M、金佰利、史丹利有着多年乃至数十年的从业经验，将跨国企业先

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以及自身优秀的从业经验与管理经验以及丰厚的人脉资源相结合，并充分考虑国

内市场竞争环境与格局，对内攻克技术难题、优化制造工艺、提高精益生产内部管理水平，对外坚定

乘用车市场战略布局，有序展开产业战略布局，由此让公司综合竞争力得到全方位、系统性的提升与

优化，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健、向好的发展夯实基础。 

2、“以技术为导向”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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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握汽车涂料的核心关键技术 

树脂是涂料的核心关键原材料，不仅对涂料各个涂层的性能、稳定性有重要影响，还直接影响了

涂料的成本。树脂自制是指公司将采购的树脂单体（合成树脂的必要基础原材料，例如丙烯酸类单体、

乙烯基类单体等）通过自由基聚合、加成聚合等聚合方式，最终合成树脂。涂料企业通过核心树脂自

制，还可针对涂料在客户现场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动进行包括树脂在内的配方调节（而非根据外

购树脂被动调节），以此强化涂料产品的适应能力，提升客户满意度。因此，国际知名涂料企业均掌

握着其涂料产品的核心树脂自制技术，以此构建各自的竞争壁垒。 

为把握汽车涂料的核心关键技术，公司基础研发室于 2020 年设立，针对树脂和色浆进行专项研

发，构筑公司汽车涂料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目前，公司水性涂料核心树脂（丙烯酸树脂、聚酯树脂、

聚氨酯树脂、研磨树脂等）体系已基本搭建完成，公司涂料配套核心树脂自制率长期稳定在 85%以上。

报告期内，面对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公司凭借优秀的研发平台与核心树脂自制能力，积极通过原

材料降本、配方优化、树脂替代的方式助力公司降本控费的经营策略。同时，公司核心树脂自制这一

关键技术，也为后续的乘用车市场布局奠定技术基础。 

（2）智能涂装实验室 

水性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需要与传统溶剂型涂料不同的实验装备，要求具有能够完全重现汽车涂装

线静电旋杯机器人和生产线控温控湿控风速的实验室涂装机器人，需要根据不同的 OEM 涂装线选定

的旋杯和雾化器在实验室装配相同的设备和装置以实现真正模拟生产线的条件。经过这样的实验室进

行现场应用模拟实验后，开发出的新色漆产品才能够与 OEM 生产线有好的匹配度。生产出的批次产

品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实验室进行现场应用模拟检验后，才能稳定使用，并可以减少生产线上频繁调整

带来对 OEM 生产的质量和生产节拍的冲击。公司智能涂装实验室已于 2020 年 4 月份投入使用，自主

研发的喷涂往复机器人集成了目前国内外最主流的喷涂雾化器总成，同时还具备了集油漆样品小试、

在线调整、在线检测于一体的喷涂中心功能。公司智能喷涂设备高度匹配目前客户现场主要的几大类

涂装设备型号，并可根据不同的 OEM 涂装线进行设备匹配，实现现场喷涂重现，及时进行在线缺陷

模拟、分析产品喷涂效果并及时提供解决方案。为公司未来业务拓展和品质控制，特别是水性面漆产

品方面，提供了长期有力的保障和硬件支持。 

（3）丰富的产品数据库与模块化设计 

汽车涂料行业是一个经验壁垒极高的行业，如无深厚的技术沉淀、现场应用经验、各类数据支撑，

产品难以获得客户的青睐。公司自 1993 年设立之初即专注于汽车原厂涂料，积累了大量的应用经验

和现场数据，覆盖从汽车整车涂装到农业机械、工程机械、摩托车/电动车、汽车零部件、轻工零部件

涂装等各个细分市场，形成了多维度、多角度、多种适应性的产品数据库。同时，研发部门在丰富的

产品数据库与多年研发经验的基础上，以客户需求为核心，通过配置不同参数的配方以及产品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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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最终形成了模块化设计。模块化设计可实现产品涂料配方的相互搭配、交互使用，打造涂料模

块化开发平台及模式，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加快产品开发速度，满足客户需求。 

（4）高素质的研发团队 

公司坚持以技术为导向，培育了一支研发经验丰富、自主研发能力较强的高素质研发队伍。公司

研发团队持续跟踪行业前沿、主流工艺技术动态进行产品技术和应用的研究，拥有丰富的汽车及其他

工业涂料研发及应用经验，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实用性产品技术和应用技术升级，不断提高产品的技

术含量和应用价值。 

公司被上海市各级政府授予上海市认定科技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市级优秀院士

专家工作站”等多项殊荣，公司也是上海市奉贤区首批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站单位。 

 

3、深耕“全体系电泳漆+全工艺面漆”产品矩阵 

公司的客户中既有大型汽车主机厂，也有中小型的汽车零部件和轻工、机械制造企业，其产品用

途各有不同，对涂料产品性能各有侧重且涂装环境差异较大，对汽车涂料的性能及施工适应性要求具

有差异化特点。为此，公司凭借深厚的技术沉淀、优秀的研发平台支撑以及丰富的市场经验，打造了

“全体系电泳漆+全工艺面漆”产品矩阵，并持续对重点产品进行优化升级，以满足日益趋严的环保政

策与客户差异化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是国内阴极电泳涂料领域的领军民族企业，业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阴极电泳涂料

产品体系，产品可应用于乘用车与商用车、农业机械、工程机械、摩托车/电动车、汽车零部件、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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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等目标市场。 

面漆方面，公司在高固体份涂料、水性涂料等环境友好型产品上持续发力，随着高固体份全系列

产品与紧凑型免中涂 B1B2 工艺面漆在主机厂的成功应用，公司面漆产品已成功覆盖 B1B2、3C2B、

3C1B、2C1B、1C1B 全工艺。全工艺的面漆产品矩阵，有助于公司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亦是公司

提供涂装全套解决方案的必要支撑之一、公司技术实力的体现。 

4、高质量服务团队优势 

汽车涂料作为一个“半成品”，客户现场的喷涂、维护等现场服务能力同样至关重要，亦是重要

壁垒之一。对此，公司必须长期地、持续地深化高质量技术服务团队的建设，将高质量、敏捷、及时

响应的现场服务能力作为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企业肖像重要特征之一。 

公司为打造高质量服务团队，重塑金力泰服务团队形象，重构了技术服务组织架构，建立了一系

列的技术服务标准化工作流程，并按照不同的技术体系建立了现场团队沟通平台，为问题的预警和反

馈，问题的解决及信息分享，客户及竞争对手的动向的信息分享提供制度化、系统性的便利，为强化

公司现场服务能力、高质量地提升客户满意度夯实基础；与此同时，公司通过制订与技术服务团队相

适应的奖惩制度，强化约束力、激发积极性。 

（二）主营业务分析 

1、汽车市场需求增长趋势明朗 

2021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平稳，生产需求持续恢复，汽车市场总体稳定，为行业的发展

不断夯实基础。1-6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56.9万辆和 1,289.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4.2%和 25.6%，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3.4%和 4.4%。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984.0 万辆和 1,0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6.8%和 27.0%；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73.0 万辆和 288.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5.7%和 20.9%；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5 万辆和 120.6 万辆，同比均增长 2 倍。从中长期来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提升、新能源汽车政策持续向好等因素影响，我国汽车

工业以及汽车零部件行业仍具备较好地发展空间。市场依旧有着巨大发展潜力，汽车涂料行业同样将

迎来新的增长。 

2、公司报告期内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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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半年，公司下游汽车行业延续总体较好势头以及市场总体需求稳中有进，公司聚焦“汽

车涂料+高科技新材料”双主线战略，持续推动各项工作的展开，对存量客户需求深挖以及新客户开

拓，积极提升市场份额及影响力，主营业务收入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40%-45%，创下自公司上市以来历

史同期新高。同时，公司在工业漆以及 3C 领域的战略布局持续加码，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 

为积极应对化工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的公司业绩阶段性承压，公司下半年将采取的举措如

下： 

1）积极布局乘用车原厂涂料市场。公司拟设立子公司致力于乘用车涂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通过对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的重新调整以及母公司的协同赋能，依托上市公司便捷有效的多种激励方

式，加强激励力度以共同创业的决心进军乘用车市场。 

2）调整产品售价。公司在综合考虑自身成本压力及长期客户合作关系之后，于近期提高了部分

产品售价，而产品售价上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预计将对 2021 年下半年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3）深化控费降本力度。2021 年下半年继续贯彻执行上半年严控所有部门费用开支的举措；加强

与核心原材料供应商形式多样、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并通过原材料品类整合等方式积极降低原材料

成本；通过导入精益管理，对运营进行全链条系统性的优化改良。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如下： 

（1）技术研发与业务拓展 

2021 年上半年，公司电泳涂料业务营业收入 2.64 亿元，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26.44%；面漆业务

营业收入 2.03 亿元，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68.06%。产品结构方面，电泳涂料业务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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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上年同期 62.11%），面漆业务占 42.25%（上年同期 35.97%）。考虑到汽车原厂面漆的技术含

量显著高于电泳漆，毛利率更高，管理层在 2020 年初即着手调整产品结构，在研发端强化水性面漆

研发投入，在销售端强化面漆销售、提升面漆份额占比，这一策略之成效正逐步显现。 

目前，管理层坚定开拓乘用车市场的战略决策，持续引进研发、产品、现场服务等方面的核心骨

干，广泛开展技术交流、推进产品认证，大力推进在乘用车市场迅速有效布局的工作。与此同时，公

司继续坚定实施“水性、高固体份涂料以及核心树脂自制”技术路线，持续完善“涂料+树脂研发全

平台”与“智能喷涂中心”，积极构筑从核心树脂自制到涂料研发及喷涂应用模拟的一体化研发平台；

把握传统商用车涂装转型的契机，优化改良紧凑型水性工艺、高固体份产品、工业电泳等重点产品以

及推进水性 PP 底漆、3C 涂料、基础树脂的研发工作，持续提升公司产品价值。 

1）水性 B1B2 工艺面漆首次应用于乘用车车身 

 

作为目前乘用车涂装的主流工艺及商用车环保涂装的新方向之一，B1B2 工艺面漆同时也是民族

汽车涂料品牌迈向乘用车涂装的“敲门砖”，长期以来主要由国际知名涂料企业向各大主机厂供货，

技术壁垒非常高。公司继去年在重点客户北汽福田的两条涂装线批量供货的基础上，持续优化该工艺

面漆的施工窗口（施工适应性能），提升现场应用稳定性，同时凭借核心树脂自制，提升该产品的竞

争力。2021 年二季度，该产品在吉利贵阳、华晨新日乘用车成功上线，得到客户认可，目前在多个自

主及外资乘用车客户线开展认证及试线工作。 

2）工业漆产品体系初具雏形 

为落实公司五大新领域布局战略规划，发挥技术储备优势，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矩阵，公司自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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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针对性地开发适用于工业领域的系列产品，并于 2020 年度及 2021 年上半年陆续投放市场。 

2021 年上半年，公司推出了为工业领域量身开发了 Hueta 系列电泳涂料。该系列产品具有施工窗

口宽、低 VOC 运行、涂膜流平性好，防腐性能佳的特点，满足最新严格要求 GB/T 38597《低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兼顾磷化、硅烷、锆系前处理的匹配性，适用于多底材混线生

产，特别适用于低速电动车、摩托车、三轮二轮车及各类零部件的涂装。截至 2021 年 6 月，该系列

产品已在多条涂装线投/混线使用。此外，公司同步对现有的工程机械环氧底漆和聚氨酯面漆等产品进

行了配方改进，凭借对主体树脂及关键功能树脂的自制与替代，提高了产品的耐水性，耐盐雾性及耐

老化性等关键指标，并适度降低了成本。 

大巴漆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市场，公司于 2020 年开始对双组份油性低温大巴产品体系进行

更新换代，研发的高固体份产品能达到 GB/T 38597-2020《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

要求，具有优秀的耐候性，较宽的施工窗口等优点。报告期内，桂林客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使用该

产品上线量产，宇通客车正在试喷认证。 

3）3C 涂料开发项目有序展开 

2020 年，公司设立了控股子公司上海金杜，在轻金属表面处理领域展开布局。为与超微弧氧化技

术进行协同联动，构建 3C 电子产品涂装产品矩阵，公司于 2021 年上半年启动了多个产品研发项目。 

（下述涂料产品仍处于开发阶段，尚未产生营业收入，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① 搭配超微弧氧化前处理技术的溶剂型 UV 2 涂体系 

该产品体系可配合经超微弧氧化处理素材， 比如笔记本外壳等，开发的溶剂型 2K 底漆 + UV

面漆的解决方案。该涂料体系在经超微弧氧化处理素材上附着力耐磨性良好，耐水煮和耐盐雾性能优

异，并且面漆具有耐污防涂鸦的功能，可以符合到各大笔电主机厂的性能需求，目前已在中试阶段。 

②  溶剂型低 VOC 散热绝缘涂料 

目前在笔记本电脑内部，传统的散热工艺是贴散热片，但是成本比较高昂，为了优化成本，公司

开发了溶剂型低 VOC 散热涂料，可应用在各种金属和塑料基材，在 50-60℃使用环境下，可以降低温

度 5℃以上。目前已在中试阶段。。 

③  水性 UV 一涂色漆 

在笔记本涂料应用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塑料材质部件涂装解决方案系使用油性 UV 一涂色漆。该

体系不仅性能优异还具有低能耗、高良率、可重涂等特性。公司研发的水性 UV 一涂色漆，在保留前

述特点的基础上，将 VOCs 从 700-800g/L 降低到 400g/L 以内，可以符合到 GB 30981-2020《工业防

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目前在持续优化该涂料体系的的施工窗口，提升现场应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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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赋能持续加码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既定的“外部引进+内部培养”的人力战略，筹建了“金力泰大学”，

通过推行员工学习、内部培养与员工晋升相挂钩的机制，构建人才梯队，打造学习型组织，传承企业

文化。“金力泰大学”项目自 2021 年 5 月落地以来，公司针对各部门各级别员工实际工作需求，通过

聘请外部讲师、培养内部讲师、制作线上视频课程的方式，推出涵盖党建、领导力、通用工作技能、

专业技能等课程共 139 门，培训员工共计 933 人次。公司同步建立了线上学习平台，并设定了课时积

分规则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推动员工能力“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进阶提升，进一步吸引和保留

优秀人才。 

与此同时，为加强在乘用车市场攻坚实力、加快新领域的布局速度、抓住民族汽车涂料行业发展

的重要机遇，公司持续引进研发、产品、现场服务等方面的核心骨干，为更加深入地开展技术交流、

推进产品认证等工作提供有效的人才赋能支撑。 

（三）其他重要事项 

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名称及编号 

1 2021/1/21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3） 

2 2021/4/29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8） 

3 2021/4/29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0）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2 

4 2021/5/28 关于变更公司总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0） 

5 2021/6/7 关于海南自贸区大禾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刘少林涉案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1） 

6 2021/6/15 关于公司总裁及控股子公司总经理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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