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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1-017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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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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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艺集团 股票代码 00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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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仲华 蔡晓君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建艺大厦 19 层东 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建艺大厦 19 层东 

电话 0755-8378 6867 0755-8378 6867 

电子信箱 investjy@jyzs.com.cn investjy@jyz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为综合性建筑装饰企业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写字楼、政府机关、星级酒店、文教体卫建

筑、交通基建建筑等公共建筑及住宅提供室内建筑装饰的施工和设计服务。公司设计和施工项目的承接一

般通过招投标、邀标及战略合作的方式取得。公司拥有《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幕墙工程设

计专项甲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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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承包壹级》等多项工程设计及专业承包资质证书。公司所处行业为建筑装饰业，根据中国建筑装饰行业

协会组织的建筑装饰行业百强评选结果，公司连续入选“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排名前十，并位于

“2019 年度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综合数据统计”榜单装饰类第五名。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6,938.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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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9,386,975.71 3,014,873,284.15 -24.73% 2,963,612,62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98,702.16 21,955,318.63 -212.04% 92,227,84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50,999.46 18,273,171.49 -250.23% 89,806,863.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258,440.91 399,963,045.33 -185.32% 62,510,732.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212.50% 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212.50%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1.75% -3.86% 7.6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327,616,275.86 4,567,743,406.88 -5.26% 4,010,510,86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3,445,245.03 1,188,415,475.71 -13.88% 1,248,101,5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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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495,394.72 566,811,194.37 613,516,544.25 710,563,84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02,596.98 22,208,486.69 16,523,611.98 -68,133,39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60,189.96 24,280,063.15 15,821,818.22 -73,213,07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839,184.79 -78,961,437.25 -119,916,341.74 30,458,5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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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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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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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7,94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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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云 境内自然人 43.43% 59,950,490 45,344,803 质押 39,110,000 

刘珊 境内自然人 2.46% 3,400,000 2,550,000   

孙昀 境内自然人 1.84% 2,542,631 2,538,848 质押 1,965,000 

崔晓路 境内自然人 1.23% 1,700,000 0   

阎永平 境内自然人 1.16% 1,608,027 0   

深圳市本利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本利达

稳健投资增长FOF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1,428,240 0   

西藏中盈成长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332,800 0   

钱海平 境内自然人 0.92% 1,275,000 0   

阳文渊 境内自然人 0.75% 1,034,500 0   

广东华骏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华骏 10 号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71% 985,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海云与刘珊系父女关系，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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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刘海云直接持有本公司 5,995.049 万股股份，占比 43.43%；通过深圳市建艺人投资咨询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建艺仕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 5.27 万股股份，占比 0.04%，

合计持有 6,000.319万股，占比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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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19 建艺债 114644 2019 年 12 月 25 日 2022 年 12 月 25 日 28,500 6.25%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20 建艺债 114757 2020 年 05 月 28 日 2023 年 05 月 28 日 11,500 5.6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0 年 5 月 22 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出具《深圳市建艺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报告编号：中鹏信评【2020】第 Z【351】

号 01），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15亿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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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的评级结果为 AAA，该级别反映了本期债券安全性极高，违约风险极低。 

2020 年 6 月 15 日，中证鹏元出具《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报告编号：中鹏信评【2020】跟踪第【51】号 01），中证鹏元维持公司非公

开发行的“19 建艺债”的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中证鹏元出具的最新跟踪评级报告将于 2021 年 6 月 30日前在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

提请投资者关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76.54% 74.13% 2.4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14% 4.41% -2.27% 

利息保障倍数 0.7 1.38 -49.2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上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公司为综合性建筑装饰企业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写字楼、政府机关、星级酒店、文教

体卫建筑、交通基建建筑等公共建筑及住宅提供室内建筑装饰的施工和设计服务。公司设计和施工项目的

承接一般通过招投标、邀标及战略合作的方式取得。公司拥有《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幕墙

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多项工程设计及专业承包资质证书。公司所处行业为建筑装饰业，根据中国建筑装

饰行业协会组织的建筑装饰行业百强评选结果，公司连续入选“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排名前十，并位

于“2019 年度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综合数据统计”榜单装饰类第五名。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

大变化。 

（二）2020 年处“十三五”收官之年，我国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换发展动力。对建筑装饰行业

而言，现阶段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2020 年政府出台一系列基建投资政策、积极推进装配式建筑发

展等政策给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融资环境持续偏紧波及建筑装饰业，建筑工业

化趋势等因素使行业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行业内公司经营水平面临考验。 

（三）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继续秉承稳发展、控风险的原则，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跟紧行业新发展趋

势、应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 

1、在市场开拓方面：公司坚定不移走“大客户合作”路线，通过多种合作方式巩固加深已有合作伙

伴关系，并与更多具较强实力的下游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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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提升经营水平方面：（1）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优化债务结构，为主营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持续加强工程项目承接、施工、结算全环节的风险控制措施，如通过遴选优质合作工程项目、加块

项目结算及工程回款进度等方法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3、在研发投入方面：保持高标准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水平。  

4、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公司建立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培训体系，从知识、技能、素质三个维度，

结合内外部培训资源和员工发展方向，形成了人才梯队建设计划，为后备人才储备和关键岗位继任计划奠

定夯实基础。公司通过雇主品牌建设、校企合作、多层次激励机制吸引人才，并为人才创建广阔的发展空

间和提升平台。 

（四）报告期内，公司所承接工程均采用自主组织施工、劳务分包用工的经营模式。公司注重质量管

理，于 2003 年即通过 ISO9001（质量）、ISO14001（环境）、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并严格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等国家行业相关规范为质量标准，对施工材料、施工过程、工程资料等与产品实现相关的关键环

节加以控制。公司根据自主组织施工、劳务分包用工的经营模式，针对质量控制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质量

目标管理、施工材料管理、施工过程管理、工程资料管理、保修回访管理等环节，并对各个环节进行细分，

与公司合作的劳务分包商具备相应的业务资质，公司与分包商关于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责任分担与追偿

有明确的合同约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目前公司质量控制措施已贯穿全过程、全流程，并在实际

项目管理中心发挥良好效果。 

（五）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重大项目质量问题。 

（六）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6,938.70 万元，同比下降 24.73%；净利润-2,600.75 万元，同比

减少 228.32%，主要系疫情影响及本年度计提的减值损失增加所致。公司总体经营状况稳定，公司各工程

项目按合同计划有序施工，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出现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其他重大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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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装修 900,844,932.20 754,221,405.45 16.28% -42.42% -36.68% 1.48% 

住宅装修 1,333,518,336.08 1,108,193,707.49 16.90% -5.36% 0.13%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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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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别为 226,938.70万元、189,275.42万元，同比变动分别为-24.73%、

-25.84%，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主营业务收入减少，从而主营业务成本相应减少。2019 年、2020 年，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2,195.53万元、-2,459.87万元。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

降 212.04%，一方面系受疫情影响，主营业务收入减少，从而净利润减少；另一方面系公司在 2020 年对应

收账款、应收票据和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合计为 18,711.45 万元，在考虑所得税影响后，

减少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82.8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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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

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

的“45、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年 1月 1 日)留存收益及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同负债 15,008,754.93 元、其他

非流动负债 720,519.27元、预收款项-15,729,274.20元、应收账款-236,364,812.67元、合同资产231,552,975.16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721,775.63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

为-4,090,061.88 元，其中盈余公积为-291,504.88 元、未分配利润为-3,798,557.00 元；对少数股东权益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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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15,008,754.93元、其他非流动负债720,519.27

元、预收款项-15,729,274.20元、应收账款-236,364,812.67 元、合同资产 231,552,975.16元、递延所得税资

产 721,775.63元。对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4,090,061.88 元，其中盈余公积为-291,504.88 元、未分配利润

为-3,798,55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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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深圳市三汇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三汇建筑 100.00 - 

2 广东建艺科技有限公司 建艺科技 100.00 - 

3 深圳市富山厚土建材有限公司 富山厚土 51.00 - 

4 深圳前海建艺资本有限公司 建艺资本 100.00 - 

5 振业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振业实业 100.00 - 

6 振业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振业 - 100.00 

7 福安仓储（深圳）有限公司 福安仓储 - 100.00 

8 宁夏建艺矿业有限公司 宁夏矿业 75.00 - 

9 建艺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建艺香港 100.00 - 

10 广东建艺筑工有限公司 建艺筑工 - 100.00 

11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澳门）有限公司 建艺澳门 - 100.00 

②本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广东建艺筑工有限公司 建艺筑工 2020年 新设 

2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澳门）有限公司 建艺澳门 2020年 并购 

本报告期内无减少子公司。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海云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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