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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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33,128,915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息 5.1元（含

税），共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67,895,746.65元。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4股，合

计转增股本 53,251,56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86,380,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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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䶮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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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建筑涂料（墙面涂料）、木器涂料以及基辅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销售对象的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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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抗甲醛净味全效、净味 360 抗菌、净味二合一、真时丽等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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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装饰一体板等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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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有净

味 360 多功能水性、清味竹炭、木净丽等系列；工业木器涂料主要用于家具、门窗等木制品的生

产，主要产品有水性木器涂料、优威(UV)涂料、PE、PU 等系列。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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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有鲜呼吸卓越型白胶、生态白胶、鲜呼吸氯丁强力胶、三棵树健康氯丁

胶等系列及施工辅助工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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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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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界油漆与涂料工业协会（WPCIA）预计，2014 年至 2018 年，世界涂料产值年复合增

长率约将保持在 5%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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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亚太地区的涂料产量逐年增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涂料

生产地区，2013 年至 2015 年亚太地区的涂料产量分别占到全球的 48%、47%和 42%，居于首位，

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少数国家呈持续增长的态势。根据世界涂料行业及亚太涂料行业产销量总体

规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涂料产业约占亚太地区涂料产量的 57%，占世界涂料产量比例约为

http://www.chinabgao.com/k/15137zhizaoye.html


28.5%，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涂料产业核心主体，对全球涂料产业发展影响举足轻重。根据国家

统计局和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的统计，2018 年，1,336 家规模以上企业产量达 1,759.79 万吨，同比

增长 5.9%，1,99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达 3,264.8 亿元，同比增长 6.5%。 

目前，国内涂料行业由外资企业主导，国内涂料行业集中度较低，行业将加快优胜劣汰，集

中度逐步提升。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绿色发展理念，以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既要金山

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科学经济发展方式为指导，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

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成为了我国涂料行业发展的指导方针。2018 年，是十九大的开局之年，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继续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同时继

续扩大中高端供给和有效供给，持续的环保压力和产业升级等将促进行业企业新旧更替加快，兼

并重组加剧，具体表现有：一是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共同推动规模型、高新技术型涂料企业

做大做强；二是环保法规的实施致使散乱污型小微涂料企业及下游涂装企业关闭，产量向中大型

企业聚集，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三是用户对环境友好型涂料产品需求已经发生变化，高性能、

绿色环保的涂料产品增长趋势明显。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推进，我国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涂料行业也随之发展加快。

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包括城市群规划、都市圈建设、新生中小城市培育、特色小

镇发展，同时先后出台旧城改造、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乡村振兴等政策，成为涂

料需求新的增长点。此外，新涂重涂市场并行，居民消费加快升级，带动家装重涂、高端环保涂

料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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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165,604,967.53 2,089,155,345.71 51.53 1,702,716,701.98 

营业收入 3,584,016,773.57 2,619,460,163.41 36.82 1,948,210,36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2,488,028.71 175,974,586.21 26.43 133,658,23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8,635,334.28 145,108,471.70 30.00 103,807,82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35,331,407.00 1,119,041,856.31 19.33 976,896,070.10 

经营活动产生的 266,731,620.44 223,423,721.21 19.38 57,524,978.95 



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67 1.35 23.70 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67 1.35 23.70 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8.31 16.72 增加1.59个百分

点 

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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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872,723.35 936,663,683.08 973,280,495.88 1,285,199,87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804,343.46 66,860,981.31 70,116,097.44 93,315,29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2,854,076.98 63,309,103.46 68,293,584.26 79,886,72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6,112,765.07 -12,496,324.10 -662,111.27 376,002,8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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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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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3,115 87,758,234 65.92 87,158,654 质押 28,169,000 境内

自然

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金鹰增长灵

1,533,816 3,148,830 2.37 0 无 0 其他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价值经

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1,208,844 2,288,885 1.72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721,420 1,908,284 1.43 0 无 0 其他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锐进 16期中欧瑞

博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717,167 1,674,588 1.26 0 无 0 其他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社保基金 1102组

合 

1,399,834 1,399,834 1.05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

组合 

351,289 1,171,251 0.88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

组合 

166,944 1,122,390 0.84 0 无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弘永定价值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4,459 1,103,724 0.83 0 无 0 其他 

GIC PRIVATE   

LIMITED 

850,558 850,558 0.64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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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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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58,401.68万元，较 2017年度增长 96,455.66万元，增长 36.82%，

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2018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27,176.15万元；净利润 22,248.80 万元，较 2017

年增长 26.43%。具体详见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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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公

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1）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2）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3）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

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公司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

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

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本报告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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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母公司及 14家子公司，详见本财务报告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