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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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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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交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和《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2020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中明确),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8元（含税）,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934,916,069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4,225,132.00元（含税）。在实施权益

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

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预案将提交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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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皮玻璃 600819 --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耀皮B股 900918 -- 

 

 

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铭红 黄冰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8号4-5幢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8号4-5幢 

电话 021-6163 3599 021-6163 3599 

电子信箱 stock@sypglass.com stock@sypg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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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和销售浮法玻璃、建筑加工玻璃、汽车加工玻璃。 

浮法玻璃业务：公司拥有天津、常熟两个生产基地，拥有 4 条先进技术的浮法玻璃生产线、

年产约 68 万吨各种高品质浮法玻璃原片，主要产品包括高品质汽车玻璃、在线硬镀膜低辐射玻璃、

超白玻璃、特种节能玻璃、航空玻璃等原片系列。 

建筑加工玻璃业务：公司拥有上海、天津、江门和重庆四个生产基地，是高品质工程建筑玻

璃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离线 Low-E 镀膜、节能中空、安全夹层、彩釉等各种高性能、节能环保

建筑加工玻璃，目前，公司中空玻璃年产能约 850 万平方米，镀膜玻璃年产能约 1,450 万平米。

产品质量和服务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被广泛应用于北京中国尊、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

心大厦、北京大兴机场、上海浦东机场、香港环球贸易广场、武汉恒隆广场、兰州鸿运金茂广场、

日本东京天空树、新加坡金莎酒店、科威特哈马拉大厦、俄罗斯联邦大厦、韩国乐天大厦等全球

地标性节能环保建筑。 

汽车加工玻璃业务：公司拥有上海、仪征、武汉、常熟、天津五个生产基地，主要从事 OEM

汽车玻璃总成研发、制造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各类汽车的前挡、后挡、车门、天窗等玻璃，已

成为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上汽乘用、广州广汽、戴姆勒等国内、国际知名汽车厂家的优秀供应

商。 

2、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坚持“上下游一体化”产业发展战略和“差异化”产品竞争战略，构建统一的采购、研

发、管理信息平台；以事业部形式实施生产、运营、销售的管理。 

3、行业情况 

2020 年，受疫情和经济大环境影响，玻璃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浮法玻璃：2020 年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市场供需出现阶段性错配，需求后移较明显，上半

年销售缩减明显，下半年在新增光伏玻璃需求及建筑竣工加速的强劲带动下，价格一路上涨，达

到近十年高点，年末全国浮法玻璃产能同比增幅 4.11%。终端需求面，下半年开始房地产竣工面

积加快修复，深加工企业订单量充足，汽车产销数据较快回升，带动浮法玻璃需求一路上扬。 

建筑加工玻璃：2020 年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房地产恢复缓慢，行业景气度偏弱，全国房地

产开发投资增速虽转正，但增速放缓明显，同比增长 7.0%，“三道红线”下，地产企业拿地及新开

工面积均出现下降，未来或存进一步放缓预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房屋竣工面积 91218 万

平方米，下降 4.9%，上年为增长 2.6%。建筑加工玻璃行业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而开工缓慢、劳动力

缺乏和运输困难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较大，下半年的压力主要来自浮法玻璃原片及其他原材料价格

的上涨。同时，建筑加工玻璃行业由于生产企业分散，产能大于需求，市场竞争仍旧激烈。 

汽车加工玻璃： 2020 年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中美经贸摩擦及国内经济压力加大等大背景

影响，一季度开工不足，二季度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加上政策的推动，国内汽车市场开始复苏，

但是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市场消费信心不足，汽车行业表现偏弱，据汽车协会数据，2020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为 2522.5 万辆和 2531.1 万辆，同比下降 2.0%和 1.9%，叠加海外市场出口受

阻，汽车玻璃加工企业订单缩减，利润下降。 

  （上述有关数据来源：中国玻璃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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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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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6,975,997,707.33 7,106,136,466.55 -1.83 7,293,966,646.70 

营业收入 4,084,692,751.44 4,511,016,242.55 -9.45 3,857,409,863.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9,281,492.02 208,497,447.62 -14.01 90,681,852.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5,743,487.95 137,354,316.20 -30.29 -19,469,828.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443,335,430.62 3,288,240,436.71 4.72 3,083,545,318.1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1,764,430.44 598,270,658.67 2.26 376,937,934.3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9 0.22 -13.64 0.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 0.22 -13.64 0.1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29 6.54 减少1.25个百分

点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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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347,447.81 1,032,898,434.40 1,191,075,541.50 1,210,371,32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340,047.36 58,004,239.25 79,251,311.45 67,365,98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3,627,145.18 37,859,158.03 60,320,840.98 41,190,63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998,959.76 177,510,739.67 88,181,180.60 394,071,4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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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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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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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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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材（集团）有限

公司 

0 288,267,985 30.83 0 无 -  国有法人 

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

司 BV 

0 124,008,584 13.26 0 无 -  境外法人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

限公司 

  119,090,496 12.74 0 无 -  国有法人 

李丽蓁 94,500 4,277,402 0.46 0 未知 -  境外自然人 

保宁资本有限公司－

保宁新兴市场中小企

基金（美国） 

4,183,400 4,183,400 0.45 0 无 -  境外法人 

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

司 

0 3,601,071 0.39 0 无 -  境外法人 

陈留杭 2,607,271 2,607,271 0.28 0 无 -  境内自然人 

王澄 2,533,888 2,533,888 0.27 0 无 -  境内自然人 

WANG SHANG KEE   

&/OR CHIN WAN LAN 

0 2,171,320 0.23 0 未知 -  境外自然人 

杜立峰 0 2,107,910 0.23 0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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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海建实业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中

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此外，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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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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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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是复杂多变的一年，也是公司克服困难，努力拼搏的一年。公司坚持既定发展战略，

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抓紧机遇，以高质量发展为宗旨，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与自主研发，加强公

司内部管理，防疫与生产两手抓，二季度复工复产后，公司生产逐步回归正常运转，三季度开始

业绩稳健修复，差异化产品彰显实力，上下游一体化保障有力，收入和盈利逐步改善，主要业务

指标恢复性增长。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69.76 亿元，比年初减少 1.83%；总负债 26.01 亿元，

比年初减少 15.72%；资产负债率 37.28%，较年初减少了 6.15 个百分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34.43 亿元，较年初增长 4.72%；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6.1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26%。 

本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0.85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9.4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79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4.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0.96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0.42 亿元；综合毛利率为 21.78%，同比增长 0.19 个百分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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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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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

按规定，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所有租赁（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

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

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详见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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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健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3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