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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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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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士创能 60337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永军 刘圣美 

电话 021-59705888 021-597058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涛路28号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涛路28号 

电子信箱 dmb@cuanon.com dmb@cua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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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1,829,122.08 3,180,298,772.78 1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2,168,511.33 1,366,006,963.32 5.5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1-6月）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704,968.52 38,024,797.75 -662.01 

营业收入 1,271,233,133.09 949,179,871.15 3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771,521.59 35,410,726.58 21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188,871.75 27,747,659.70 243.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9 2.72 增加5.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18 2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18 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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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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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能明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72 54,000,000 54,000,000 质押 37,800,000 

润合同生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16 19,800,000 19,800,000 无   

润合同泽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24 18,000,000 18,000,000 无   

润合同彩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67 14,940,000 14,940,000 无   

赵孝芳 
境内自然

人 
5.50 10,710,000 10,710,000 无   

沈刚 
境内自然

人 
4.30 8,370,100 8,370,000 质押 3,6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2.62 5,112,116 0 无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其他 2.04 3,970,270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5 3,208,786 0 无   

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华中国 A股创新基金 
其他 1.31 2,551,148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创能明是公司控股股东；2、李金钟先生是公司实际控



制人，自然人股东赵孝芳为李金钟之配偶，沈刚是李金钟

姐姐之子，法人股东创能明、润合同生、润合同泽、润合

同彩实际控制人均为李金钟； 3、除上述关系，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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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经济先降

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市场预期总体向好。2020 年房地产市场保

持以稳为主，行业调控延续“房住不炒”的主基调，全面落实因城施策。地产投资和“旧改”重

涂需求驱动建筑节能保温材料和外墙涂料市场的增长。2020年初房地产行业受疫情冲击较大，但

疫情趋稳后，房地产市场稳步复苏，6月单月百强房企全口径销售同比增长 17%，带动百强房企上

半年累计销售与去年基本持平。同时，房地产行业集中度提升以及精装修比例的提升，有利于本

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加速提升以及 B端销售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功能型建筑涂料、保温装饰板、保温板三类产品。公

司半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127,123.31 万元，同比增长 33.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077.15 万元，同比增长 212.8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518.89 万元，同比增长

243.05%；综合毛利率 39.44%，同比增加 5.98个百分点。 

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可归结为“行业性驱动力和企业性驱动力”形

成的共振效应。行业性驱动力主要体现在行业集中度提升加速，中小涂料企业生存空间逐步收窄，

行业头部企业在集中度提升加速过程中分享到更多红利。企业性驱动力主要体现在公司近几年加



大战略性投入，以及持续“强基固本”做好内功，持续推动“共创共享生态圈”建设取得的成效

逐步显现。同时，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价格回落、毛利率较高的涂料业务营收占比继续提高，共

同促进了利润增长。就各业务板块而言： 

1、功能型建筑涂料 

2020年上半年，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行业整体有所下滑，但公司功能性建筑涂料仍呈

产销两旺态势。上半年涂料类产品生产量达 16.56万吨，同比增长 14.04%，销售量达 28.07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93,519.28万元，同比增长 32.36%，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为 80.12%，毛利

率 43.76%，同比增加 7.68 个百分点。上述经营业绩的取得，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第一，滁州

工厂产能进一步提升。第二，乳液、钛白粉、树脂、助剂等主要原材料价格较上年同期相比普遍

回落，公司采购成本下降。第三，公司积极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以产品和服务

品质为依托，继续加强与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扩大市场影响力；同时

继续坚持“整合下探，深耕市场”战略，市场覆盖面和经销商数量进一步提升。 

2、保温装饰板 

保温装饰板属于新兴建筑外墙装饰材料，受益于建筑节能、装配式建筑发展和建筑装饰多样

化需求，市场接受程度日益提高。公司积极优化成本和生产工艺，提高产品定位，发挥行业领导

者优势。2020 年上半年，公司保温装饰板生产量 154.0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8.48%，销售量达

148.46万平方米，实现销售收入 13,344.95万元，同比增长 22.62%，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

比为 11.43%，毛利率 29.77%，同比增加 3.64个百分点。 

3、保温板 

2020年上半年，公司保温板生产量 17.24万立方米，同比下降 11.62%；销售量 14.23万立方

米，实现销售收入 4,805.18 万元，同比下降 26.87%，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为 4.12%，毛

利率 23.97%，同比增加 5.56个百分点。 

保温板产品毛利率较低，但市场规模巨大，作为目前业内最大的建筑保温板材供应商，公司

仍将通过先进产能、规模产能，以及全国性布局，以品牌优势、技术优势、服务优势叠加本地化

供应优势，应对保温材料厂家小而散、区域化供应为主的行业竞争格局，以保持公司在该领域持

续领先地位，加快提升市场份额。 

4、其他产品及其他业务 

（1）家装漆新零售及渠道建设与服务项目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启动新零售业务，以“线上分销合伙人”模式对家装涂料 2C 业务传统



门店模式进行创新。报告期内，该业务板块尚处于模式和市场培育期。 

（2）租赁服务 

公司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拥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163,282.18 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

120,879.74平方米，因部分产业转移，部分厂房出现空置，为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公司将闲置厂房进行对外出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租金收益 912.30万元。目前闲置厂房出租率

在 54%左右。 

总体而言，当前“大行业、小企业”格局仍然是本行业的主要特征，但随着行业集中度提升

加速，市场参与者将进一步分化。公司将按既定战略推动各项工作，确保较好地达成全年经营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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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见本报告“第十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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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