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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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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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芝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85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雪群

李金泉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科研楼 7 栋 1-6 层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科研楼 7 栋 1-6 层

电话

0755-83262887

0755-83262887

电子信箱

king@szmeizhi.com

king@szmeizh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建筑装饰、建筑幕墙、建筑机电、电子与智能化、机电设备安装、消防设施、环保工程
等专业化为一体的建筑装饰设计施工企业。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主要为交通运输机构、文化产业、
金融地产、政府机构、大型总承包公司、高端星级酒店集团等大型客户，提供跨领域全方位的综合工程服
务。公司承接项目类型主要有公共建筑装饰、住宅精装修和幕墙装饰。公司经营模式为自主经营，自主组
织设计和施工，主要是通过招投标和商务谈判两种方式承接项目，工程项目协议签订后，公司组建项目团
队进行实施。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技术目前已拥有18项省级施工工法、21项国家专利和29项全国建筑科技创
新成果奖，是行业百家优秀科技创新型企业之一。
公司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
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等14项资质，通过不断扩大工程资质范围，提升服务领域。公司所承接的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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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优良，屡次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奖”
等重要获项，具有良好的市场信誉和品牌知名度。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项目获评鲁班奖1项、国优奖3项、省优奖6项、省科技示范工程奖2项、市优奖2
项；公司自主研发技术取得通过了2项广东省科技创新成果，新增5项国家实用型专利；公司获评“连续二
十二年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在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获金、银、
铜奖各1项；在首届中国建筑装饰BIM大赛中公司获得3项一等奖，继续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建筑业中的建筑装饰装修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宏观
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每个建筑物竣工后，在其整个使用寿命周期中都需要进行多次装修，酒店类装修通常
5-7年更新一次，其他建筑物的装修通常不超过10年更新一次，因此建筑装饰行业具有乘数效应和需求可持
续性的特点。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建筑装饰行业已从不被重视的传统小行业逐步发展为对国民经济和社
会生活起着重要作用的行业。近年来，在新型城镇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旅游业、
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等发展需求的有力推动下，建筑装饰市场需要仍保持稳定增长。根据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发布的数据，我国建筑装饰行业总产值由2010年的2.10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22万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达9.12%。2019年，建筑装饰行业总产值约为4.6万亿元。
根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严重冲击，
中国经济逆势而上、破浪前行，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为26.39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49.5亿平方米，同比
增长3.7%。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随着大基建项目的持续开展，将为建筑装饰行业提供足够的市场
空间。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组织的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评价推介活动评选结果，公
司连续入选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行业排名稳定。
（三）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建筑业中的建筑装饰装修业，建筑装饰业发展状况与宏观经济、国家基础建
设投资以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紧密相关。
1、城镇化进程推动建筑装饰行业发展
国家统计局最新资料显示，2019年末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0%。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去
年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城乡区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力度，因城施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仍是“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等等。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中长期看将持续
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将产生大量装饰需求，对建筑装饰行业亦可起到持续、强劲的拉动
作用。
2、建筑装饰技术创新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2003年9月发布了《关于建筑装饰行业科技进步的若干意见》，示范推广了包括幕墙
施工技术、木制品工厂化生产及安装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等10项新施工技术。新施工技术的推广，促进
了建筑装饰行业近年来稳步发展。目前，绿色建筑装饰、装配式装修、BIM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已为
众多建筑装饰企业所采用。2020年9月，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
一。碳中和绿色发展战略将为建筑装饰行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和机遇。绿色建筑装饰节能减排等新
一代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进一步加快行业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技术及工艺创新发展，同时也将推动整
个行业的快速发展。
3、文化、医疗等场馆装饰市场促进建筑装饰行业的稳步发展
文化教育产业是传承国家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提升消费层次的重要基础，是政府大力扶持的方向，
而医疗卫生事业对于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亦高度重视医疗
卫生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战略的实施，各地文化馆、体育馆、艺术馆、图书馆等场馆
的建设力度将持续加大，预计未来文化、医疗等场馆装饰需求市场规模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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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内星级酒店的发展拉动建筑装饰行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商务差旅活动需求不断扩大，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带来了消费升级以及
越来越多的出游需求。近年来，国内星级酒店数量保持持续增长，新增酒店的建设及存量酒店的改造将为
建筑装饰行业带来较大的市场需求。
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国家
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有效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积极推行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报
告期内，公司积极采取适当措施和方法促进生产经营的开展，统筹推进新冠疫情防控和公司运营各项工作，
做到疫情防控有力有序，生产经营稳中求进，继续入围中国建筑装饰类及建筑幕墙类百强企业，进一步扩
大美芝品牌影响力，继续保持了行业领先地位。
（四）公司经营模式为自主经营，自主组织设计和施工（及劳务分包用工）。报告期内，公司自行施
工涉及业务范围主要有公共建筑装饰、住宅精装修、幕墙装饰。
（五）公司历来十分重视工程质量管理，于2000年通过并开始贯彻ISO9001质量管理标准，2004年通过
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及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编著了《质量环境（标志）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手册》，2011年通过ISO9001、GB/T5043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持续保持上述认证的有效性。
同时严格执行与公司主要业务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如《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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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作为质量标准，公司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投标、设计、采购、施工、保修五个阶段执行程序文件
和国家质量标准，劳务分包公司均具备相应资质，劳务分包合同的内容，均严格按照建筑装饰工程主合同
的内容来制定，工期、竣工验收标准等与主合同一致；通过实施以上措施对施工质量进行了全面有效地控
制，发挥出良好的效果，以优质服务回馈客户，并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10-2011年、2012-2013年、
2014-2015年度继续公示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广东省工商部门认定的连续22年“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荣誉
称号。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重大项目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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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1,248,532,270.67

910,519,039.17

37.12%

956,513,231.65

15,406,266.36

-17,833,663.14

186.39%

26,522,710.53

2,149,554.43

-18,647,736.42

111.53%

25,916,291.38

-65,711,436.89

-24,505,139.26

-168.15%

-272,074,264.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5

180.00%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5

180.00%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2.73%

4.88%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1,779,169,092.99

1,542,986,018.86

15.31%

1,447,111,366.85

829,082,915.29

644,273,519.20

28.68%

661,779,304.4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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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6,713,182.97

336,804,581.99

375,868,226.56

469,146,27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42,225.52

14,074,079.62

7,987,919.55

4,986,49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31,440.57

13,699,298.65

7,909,785.08

-7,728,088.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900,754.44

-27,907,063.64

-48,684,951.94

95,781,3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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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年度报告披露日
9,651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9,650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李苏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深圳山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怡建股 国有法人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36.52% 49,419,700

46,529,280

29.99% 40,580,300

0

徐毓荣

境内自然人

2.28%

3,087,349

3,087,349

卞华纲

境内自然人

1.34%

1,807,228

1,807,228

徐天鸣

境内自然人

0.79%

1,063,652

753,012

上海般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般胜优选 1
法人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0.78%

1,054,216

1,054,216

时钰翔

0.72%

978,915

978,915

嘉合基金－四
川信托－福泽 1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其他
划－嘉合基金
福泽 1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0.72%

978,915

978,915

杨水森

境内自然人

0.67%

900,000

900,000

上海大正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0.61%

828,313

828,313

境内自然人

数量

质押

42,788,660

冻结

9,527,3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上述股东中李苏华和杨水森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动的说明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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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东张先春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76,49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376,490 股；
（2）股东李科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账户持有 358,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58,900 股。
（3）股东陈有土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8,000 股，
说明（如有）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1,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9,200 股。
（4）股东胡浩响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92,50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5,72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2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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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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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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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国家
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有效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积极推行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面
对复杂艰难的经济环境，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深化内部改革加大内向驱动力，应对行业和
客户需求变化，积极夯实主营业务稳健经营，实现发展突围，实现扭亏为盈，公司继续荣登中国建筑装饰
类及建筑幕墙类百强企业，进一步扩大美芝品牌影响力，继续保持了行业领先地位。报告期内主要经营工
作如下：
1、经营工作稳中求进，客户关系深入维护，业务领域多维发展。围绕经营目标以主营业务为基础精准
外拓，巩固优质客户，深挖存量客户，搭建了良好的经营业务平台，进一步推广品牌影响力，拓宽品牌辐
射范围。通过精准对接、精准服务等措施加强与优质客户的深度合作，继续与建发集团、中铁集团、海航
集团等老客户维持稳定合作关系，新开发厦门国际银行等新客户，开展首次合作，签订工程合同，继续巩
固公司在轨道交通、精品写字楼、住宅精装修、幕墙装饰等领域的市场份额。
2、打破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水平，项目管理深度精细化。围绕建设和目标两大指标继续深化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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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优化内部组织、强化人才梯队衔接，提高项目人员适配度、组建精良项目管理团队。持续加
强质量安全动态管理、运用信息化数据管控系统、加强数据动态统计，对项目经营状况进行实时动态分析，
加大工程回款力度，确保项目运营现金流。加强技术创新与开发、劳务分包管理等多方面扎实推进项目生
产运营管理、安全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管理，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重视施工技术的创新应用，
研究院继续专注新工艺、装配式、BIM应用研究，充分发挥技术生产力作用，为工程项目的实施给予保障
性支持并取得一定成果。
3、成本控制穿透项目管理全流程，成本意识纵深化。充分发挥成本管理工作链的积极作用，采用前端
介入-中端控制-末端优化的穿透式管理，从成本分析、材料管控、劳务审核、结算审核各环节全面加强工
程成本控制；开辟多条材料供应渠道，扩充合格供应商库，加强供应商筛选和管理，优化采购方案、互联
网供应链等多措并举加强材料采购和管理。实行劳务班组过程考核评价，合理控制劳务班组用工量，加强
劳务支出审核。严格控制项目备用金支出，保证项目资金正常运作。
4、规范程序、监督执行，内部管理章程化。健全和完善各类规章制度，发布执行制度汇编，强化制度
落地执行力度，使工作程序更加规范严谨，夯实管理基础加强风险管控。提高内部审计和法务部门的管理
效能，梳理优化相关工作流程，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通过不断完善人力资源配置和开发，
为公司经营管理提供人才保障。不断强化办公系统的信息化建设，优化和完善 “美芝云办公” 和“智慧工程
信息化平台” 实现了工程管理实时数据动态化，数字化的汇总分析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全面运行材料
进度填报系统和项目部实名制考勤系统，助力全方位工程信息化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853.2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12%，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540.6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6.39%，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品牌
建设带动业务持续增长，同时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应收账款回款速度及规模较去年同期有所改
善。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项目获评鲁班奖1项、国优奖3项、省优奖5项、省科技示范工程奖2项、市优奖2
项；公司自主研发技术取得通过了2项广东省科技创新成果，新增5项国家实用型专利；公司获评“连续二
十二年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在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获金、银、
铜奖各1项；在首届中国建筑装饰BIM大赛中公司获得3项一等奖，继续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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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公共装修

700,177,549.67

85,635,595.48

12.23%

8.19%

0.33%

2.30%

住宅装修

285,121,305.36

4,445,180.66

1.56%

273.14%

-0.44%

-8.91%

幕墙装修

169,406,375.56

11,790,816.27

6.96%

40.71%

-24.88%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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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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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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财政部2017 公司于2020年8月14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披露索引巨潮咨询网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 （www.cninfo.com.cn）《关于会计政策
策变更的议案》
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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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报会计师事务所已就相关事项与前任会计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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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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