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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2021-006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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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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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3359222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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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三峡 A   股票代码 00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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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林（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蒋伟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 2 号附 5 号隆

鑫国际写字楼 17 楼 

传真 023-47262595 023-61525007 

电话 023-47262518 023-61525006 

电子信箱 171807484@qq.com sxyljw@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我国涂料行业国有控股企业中生产规模最大、品种最为齐全的综合性涂料生产企业。公司在重庆、四川、新疆等

地均建有生产基地，主导产品为“三峡”牌油漆涂料，常年生产和销售“三峡”牌防腐漆、汽车漆、通用漆、建筑漆、家具漆五

大系列产品。 

公司的主导产品“三峡”牌油漆涂料在全国享有盛誉。重防腐领域的桥梁涂料、船舶涂料、铁路机车涂料、风电涂料、油

气钻采机械涂料达到或超过了外资公司的技术水准，公司的防腐和高装饰性涂料长期用于航天、航空、军工装备、石油、石

化、铁路、桥梁、船舶、风电、核电和汽车摩托车领域，其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优良的产品质量确保公司率先拿到了进

入核电领域的“通行证”，成为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合格供应商，打破了国际知名品牌的垄断，为核工业工程提供了优质产品和

服务。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建钢构等单位的合格供应商。公司产品为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神舟飞船及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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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F运载火箭配套，为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将继续加大对环保节能、低碳、低污染、高性能、水性工业涂料、无溶剂、高固体份涂料等新产品的研发力度，积

极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开展科技前沿新材料如石墨烯在涂料中应用的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保障企业以后的可持

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诸多油漆涂料厂家扩大产能，加剧了油漆行业的竞争，随着未来市场竞争的加剧，很可能会限制公司销售规

模的增长速度，影响公司的产品价格和盈利水平。市场预计油性涂料将会在未来几年内受到国家政策限制，公司将聚焦油漆

涂料业务，加快水性醇酸工业涂料和石墨烯涂料等为代表的新产品全面推向市场的工作，从而引领行业发展和市场的导向；

公司将加强自主创新，在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性及继续开发新产品的同时不断优化现有产品，对现有产品进行升级换代，从性

能、质量、功能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本产品的优势，增强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公司从2018年开始实行聚焦油漆涂料主业战略，2020年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工作方向继续聚焦油漆涂料业务，加

快水性醇酸工业涂料和石墨烯涂料等为代表的新产品全面推向市场的工作，努力减小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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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32,884,602.17 473,030,122.64 -8.49% 631,238,18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74,941.32 64,906,842.59 -15.15% 45,221,57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787,219.65 26,232,860.68 28.80% 36,694,46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11,223.06 12,879,720.93 251.80% 24,940,32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3% 5.87% -1.14% 4.2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588,552,954.33 1,538,799,739.20 3.23% 1,468,725,38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5,776,999.79 1,133,693,793.53 5.48% 1,078,857,110.2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6,777,773.69 123,452,648.88 120,330,861.44 122,323,31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8,947.52 19,347,314.41 19,553,792.05 14,504,88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316.00 18,009,252.77 15,536,520.60 -30,86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98,211.93 36,530,846.04 9,305,572.66 5,573,016.2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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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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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48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66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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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生命科技

与新材料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55% 175,808,982 0   

汪新文 境内自然人 0.72% 3,114,474 0   

林尚德 境内自然人 0.69% 3,000,000 0   

赵璨 境内自然人 0.46% 2,005,000 0   

胡志平 境内自然人 0.44% 1,927,200 0   

凌朝明 境内自然人 0.43% 1,867,608 0   

肖国 境内自然人 0.37% 1,588,004 0   

任汉英 境内自然人 0.27% 1,173,400 0   

徐一炜 境内自然人 0.23% 994,835 0   

徐于杨 境内自然人 0.23% 988,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重庆生命科技与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社会

公众股股东之间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汪新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14,474 股，合计持有 3,114,474 股；公司股东肖国除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88,004

股，合计持有 1,588,004 股；公司股东任汉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73,400 股，合计持有 1,173,400 股；

公司股东徐一炜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94,835 股，合计持有 994,835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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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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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

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经济运行稳定恢复，就业民生保障有力，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于预期。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面对疫情冲击、

经济下行、市场低迷、竞争加剧等多重困难挑战，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在党的“十九大”

精神指引下，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拓市场、强管理、调结构、增效益”，充分挖掘增长潜力，保

持了生产经营基本平稳运行，实现“十三五”顺利收官。 

化工行业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环保督查以及地方安全和环保监管趋严，安全与环保投入不断加大，

同行业产能和价格竞争压力仍然较大，行业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经营难、生存难的困境，盈利状况难言乐观。受国内宏观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化工行业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由此带来的产能过剩、价格厮杀、客户信用下降、违约风险增加等局面日益

严峻。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加之全国上半年持续阴雨等因素，都加剧了油漆涂料市场竞争、影响对油漆涂料的

市场需求。2020年，油漆涂料行业市场环境异常严峻，公司面临市场需求不足、行业竞争加剧、安全环保压力持续加大等多

重风险和挑战。 

    面对严峻挑战，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品种结构，以增加效益和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把生产向高质高效推

进，同时加大了产品研发创新力度，提高公司竞争实力以适应和承受来自更多方面的挑战。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目标

计划，以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为目标，以提升公司内在价值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统筹生

产经营，坚持外抓市场、内强管理、开源节流、挖潜增效的工作思路，不断强化市场建设，强化市场营销，加快科研开发，

加强原材料节约代用，强化内部管理和资金管控，加强管理创新，紧抓安全生产，努力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公司管理层适时

调整经营策略，带领全体员工积极应对，攻坚克难，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新发展理念

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驱动促转型，着力提质降本增效益，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工作任

务，保持了公司生产经营总体平稳运行。目前我公司石墨烯防腐涂料已基本定型，其中主要产品目前已成功推广应用于高铁、

石化、钢结构厂房等多个项目工程的涂装上，我们还将陆续开发更多适用于各种细分市场的石墨烯防腐涂料相关产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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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的水性化产品，加快推广应用到市场中。 

报告期内，公司油漆涂料业务开展稳步有序。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3亿元，同比减少8.49%；营业成本为2.87

亿元，同比减少12.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07万元，同比减少15.15%；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去年同期

减持北陆药业股票取得投资收益3,429万元、本报告期无此事项及公司报告期确认成都银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止履行股权

竞买的违约保证金1,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报告期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28.80%，主要系公司报告期主营油

漆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幅下降以及因疫情享受五险减免等优惠政策影响所致。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58,855万元，较期初增

加3.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19,578万元，较期初增加5.48%。 

    受春节长假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至2020年2月25日开始部分复工，开工时间减少，前期公司下游客户普遍开工

不足，订单需求少，公司产品和原材料物流运输不畅，导致公司产品销售减少，给公司全年营业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面对

疫情，公司及时制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案，快速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提前储备防疫物资，确保员工安全生产。通过加强

人员管控、定时清洁消毒、发放防疫物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等方式，切实做好疫情防控，保证员工安全返岗、安全生产。

同时公司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协调供应商、客户和第三方物流资源，确保物料供应和订单及时交付。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

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在二季度也逐步改善。2020年7月1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再次突发新冠疫情，新疆地区

实施更加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物流运输基本处于完全停滞，全资子公司新疆渝三峡和参股公司新疆信汇峡生产经营受此影

响，本年度经营成果未达预期｡ 

    2021年原材料涨价压力较大，叠加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将面临较大挑战。环保风暴持续升级，油漆涂料行业进入快速

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司将积极应对行业及市场变化，不断提升营销及管理效率，有效整合资源，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成本、

安全管理。新形势下，公司将围绕高质量发展和主营发展战略，加快绿色发展，积极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探

索并推行营销创新、激励创新和管理创新模式，加快区域布局，优化产业布局，做强做优做大主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油漆产品 425,793,456.43 139,775,077.47 32.83% -8.53% -11.71% 2.4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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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2,937,094.82 -2,937,094.82  

合同负债  2,599,198.96 2,599,198.96 

其他流动负债  337,895.86 337,895.86 

2.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四川渝三峡涂料

销售有限公司[注] 

新设 2020年4月 1,000,000.00 100% 

[注]四川渝三峡涂料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本期实缴资本100.00万元。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张伟林 

 

 

2021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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