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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1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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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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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已回购股份

数后的最新股本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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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厦股份 股票代码 00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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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轶钧 梁晓岚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沙秀路 99 号亚厦中

心 A 座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沙秀路 99 号亚厦中

心 A 座 

电话 0571-28208786 0571-28208786 

电子信箱 yasha_002375@163.com yasha_002375@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智能化系统集成。公司作为中国建筑装饰行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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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者，充分发挥企业标杆作用，推动产业化进程，引领科技创新，致力于打造“一体化”大装饰蓝海战略，

在大型公共建筑装修、高端星级酒店、高档住宅精装修和智能化系统集成、工业化装配式装修领域独占鳌

头。公司已连续 15 年蝉联“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第二名”，亚厦幕墙连续 3 年获得“中国建筑幕墙行业

百强企业第二名”，综合实力位居行业前列。公司是行业首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重合同守信用

单位”、“全国建筑装饰行业首批 AAA 信用等级企业”、“亚太最佳上市公司 50 强”，是行业内唯一一家同

时拥有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和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的公司。报告期，公司荣膺 2019 年“浙江省人民

政府质量奖”，是行业内第一家荣获省政府质量奖的企业，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以“做精、做专、做强、做长”为经营理念，以“诚信务实、艰苦奋斗、创

新变革、感恩怀德”为核心价值观，严格落实“以 EPC模式向大体量项目与海外市场发力，重点布局和推

动装配式装修的产业升级，通过 2018-2022 年五年的努力，实现稳固行业龙头”的战略目标，致力于成为

以技术研发为核心、工业制造为平台、数字化产业服务为导向的建筑装饰行业领跑者。 

报告期内公司以“让客户的等待变成期待”为愿景，在 EPC项目上保持增长，亚厦股份让“亚厦造”

成为响亮的口号，舟山观音圣坛、天鹅湖畔华为基地、横琴之心天沐琴台、前海嘉里等项目均获得业主充

分肯定。工业化装配式方面，公司已掌握成熟的运营模式，通过对材料端、生产端、设计端、施工端等多

个方面的优化改良，实现对工业化装配式全产业链的精确把控。小至全国各地的样板房，大至成都当代璞

誉项目，公司已由点到面全方位向市场推广工业化装配式产品。未来亚厦股份将持续提炼行业成功经验，

形成适合公司的市场策略，主动出击、创新管理、发掘、创造和赢得市场，通过持续优化产品质量和服务

水平，进一步建立品牌效应，拉开与竞争对手的距离，赢得客户和市场的认可。 

公司作为建筑装饰行业龙头企业，自上市以来持续参与各类大体量建筑项目的施工建设，在相继承接

施工 2014年北京 APEC峰会主会场、2016 年杭州 G20 首脑峰会主会场、2017 年厦门金砖五国峰会主会场、

2018 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2019 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国家级标志性工程的基础上，2020 年公司

及子公司圆满交付多项国家级、省级重点工程，包括南通大剧院建设项目、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区工程、

观音法界一期观音圣坛主体工程。 

近年来，公司与住建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等业权威单位共同主编了

关于建筑工业化装配式装修的相关规程与标准，截止 2020 年已经批准发布《建筑工业化内装工程技术规

程》（T/CECS 558-2018）、《装配式内装工程质量验收规范》（DB33/T 1168-2019）、《职业技能考评标准装配

式内装工》（TZ 0119-2020）。从技术规程、验收规范到工人职业技能考评标准，作为工业化装配式装修领

域的龙头企业，在充分参与对工业化装配式行业制度建设的同时，公司也不断丰富和加强自身技术标准体

系建设，充分发挥技术领先优势，产业体系优势，稳固行业领先地位，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有序发展起

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如下： 

1、业务承接模式 

公司设计、施工承接一般通过招投标模式（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和主动承揽模式两种方式。对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规定的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和甲方（业主）要求进行招标的项目，公司组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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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进行投标。对于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规定的必须进行招投标且甲方（业主）不要求

招投标的部分项目，由公司业务员开拓业务渠道并进行业务联系。 

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主要材料包括标准品、非标准品、石材和木制品等建筑装饰材料。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

项目所需材料的采购模式分为三种：①集中采购模式：集采中心按照项目材料使用计划，从公司合格供应

商资源库的供应商中选择优质供应商，通过招标或议价模式，选择符合项目实际要求的供应商，并与供应

商签订材料采购合同，由其供应材料。②甲指乙供采购模式：项目材料为甲方（业主）指定品牌、供应商

的，由集采中心与指定品牌供应商通过议价谈判后，并与供应商签订材料采购合同，由其供应材料。③甲

供材料采购模式：材料由甲方（业主）自行采购，材料采购合同由甲方与供应商签订，公司只负责施工。 

公司项目施工所需的辅材辅料/物料、零星材料由于采购灵活度高、金额小，一般需在项目当地采购，

故由公司集采中心授权分公司或项目部材料员进行采购。 

3、施工模式 

公司采用项目经理负责制的精细化施工管理模式。项目合同签订后，工程管理中心根据项目性质、项

目经理过往施工经验等方面因素，选拔合适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再根据合同及项目情况组建项目团队，

团队成员包括技术员、安全员、质检员、资料员、预算员、采购员和一大批优秀的、经验丰富的一线施工

人员等。具体施工过程中，公司也与具有资质的劳务分包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协议》，劳务分包公司派出

部分施工人员在公司项目团队主要人员的组织管理下进行施工，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4、竣工验收和资金结算模式 

对于已按照设计文件规定的内容建成、符合验收标准的工程项目，公司将依据施工图、设计变更单、

工程联系单等资料组织竣工验收。公司的工程款结算流程分为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竣工验收、竣工

决算款及质量保证金等阶段，具体结算情况根据完工进度和合同约定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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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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7,352,160.12 10,785,629,767.25 0.02% 9,199,473,02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7,472,407.59 425,666,944.49 -25.42% 368,840,09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0,752,291.98 336,778,652.72 -28.51% 271,693,713.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4,178,600.20 428,560,351.61 29.31% -128,310,28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2 -25.00%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2 -25.00%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 5.40% -1.51% 4.8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2,280,486,748.03 21,630,126,543.08 3.01% 20,916,024,70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06,974,549.09 8,018,158,789.78 3.60% 7,879,183,4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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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6,927,579.31 2,404,024,910.82 3,065,101,794.50 3,841,297,87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72,439.60 66,813,229.16 123,708,627.22 71,878,1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942,836.03 46,352,782.89 134,936,260.02 10,520,41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3,259,968.13 -16,694,517.87 147,705,790.81 1,466,427,2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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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8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7,861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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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77% 439,090,032 － 质押 274,567,929 

张杏娟 境内自然人 12.61% 169,016,596 － 质押 8,499,999 

丁欣欣 境内自然人 6.74% 90,250,107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0% 28,194,917 － －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投瑞银创新动

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2% 21,752,130 －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26% 16,871,252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2% 15,016,200 － － －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石油年金产品－股

票账户 

其他 1.11% 14,906,539 －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研究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其他 0.98% 13,118,372 － － － 

丁泽成 境内自然人 0.90% 12,000,050 9,000,037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丁欣欣先生和张杏娟女士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份； 

2、丁泽成先生为丁欣欣先生和张杏娟女士之子； 

3、除上述实际控制人或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9,659,885 股外，还通过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9,430,147 股，实际合计持

439,09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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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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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严重冲击，公司经营业绩受到一定的影响，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紧密围绕“以EPC模式向大体量项目与海外市场发力，重点布局和推动

装配式装修的产业升级，通过2018-2022年五年的努力，实现稳固行业龙头”的战略目标，全面落实各项重

点工作，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报告期内，公司统一思想，聚焦主业，创

新变革，锚定目标，全年实现新签订单161.96亿元，同比增长11.50%，营业收入107.87亿元，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3.17亿元。 

（一）以项目为中心，扩大品牌知名度 

1、聚焦项目 

公司统一思想认识，基于端到端思维，聚焦以客户为中心，以项目为中心，经营组织赋能，全面提升

营销订单的“量”和“质”，提高市场占有率。 

公司进一步加强跨条线的融合，同频共建，立足标前管理，明确工管及其他部门介入标前及介入标前

的工作职责，在标前机会点阶段成立“铁三角”组织，即营销、投标、生产，前置联动，共同对齐客户，

提升客户满意度和经营效益的同时，逐步深入合作，最终实现企业间的战略客户关系，保证稳定的订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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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公司布局重点区域市场建设，整合浙江大区，深耕各省市，新设装配式装修事业部，牵引市场政策，

搭建区域渠道资源网，建立业务合作关系。梳理公司级和区域级价值客户，加强对存量价值客户的关系维

护，对潜在价值客户进行拓展和激活，提升市场份额；建立从机会点到交付回款的项目全过程管理和全生

命周期管理，提升项目盈利水平。 

2、以质立信 

公司始终深入贯彻“质量强国”的指导方针，导入卓越绩效管理，从企业使命、战略、业务、经营和

产品等层面出发，逐步探索出“让客户的等待变成期待”管理模式，构建起“使命驱动的质量管理全生态

循环体系”、“业务领先的快速响应生态循环体系”、“经营与产品双驱动生态循环体系”三位一体的管

理体系。 

公司倡导“目标牵引式管理”，围绕项目经营，各职能部门相互支撑牵引提高项目经理的管理能力，

由项目经理牵引项目部全员同频提升交付能力，给一线授权，“核算”、“集采”下沉项目一线，保障“大

结果”交付达成。世界奇迹观音圣坛、天鹅湖畔华为基地、横琴之心天沐琴台、智能集成前海嘉里等项目

均获业主充分肯定。 

2020年，公司凭借“让客户的等待变成期待”管理模式及基于此模式下的突出表现，荣膺2019年“浙

江省人民政府质量奖”，开创行业先河。 

3、合作共赢 

2020年，公司集采中心贯彻落实“项目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以保障供应、降低成本、促进经营、加

强管理为工作核心目标开展各项工作。 

2020年市场形势异常复杂，集采中心预判疫情对材料价格及供应产生的影响，对基础材料进行锁货工

作，缓解复工复产后瞬时供应压力的影响，对冲了供需矛盾下成本上升的风险；依托供应链平台优势，以

“平台强支撑，一线强执行”为准则，培养一线人员业务能力，加快项目一线材料保障需求的反应速度，

保障项目材料高效高质交付；扩大供应商资源，深化结构调整，重点提升合作黏度、建立合作共赢机制，

培养供应商与公司共成长。 

公司以专业能力提升为载体，以材料专业为驱动，逐步形成行业专家、产品专家和采购专家，不断深

化平台资源、能力建设和定点帮扶机制，为致力降本增效、确保供应交付提供强有力的抓手与支持。 

（二）加大创新投入，自主研发再添硕果 

1、持续技术创新 

公司围绕建筑装饰工业化建立了严格的产品标准体系，制定工业化产品标准，2020年发布6项企业标

准。公司自2016年起承担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建筑室内材料和物品VOCs、SVOCs污染源散发机

理及控制技术项目”中课题六：室内材料和物品VOCs、SVOCs散发标识体系的建立及工程示范的研究，

2020年，公司配合完成十三五课题结题、财务审计验收、并提交合格财务报表；完成示范工程江与城项目

专家现场结题验收工作。 

自2018年公司获浙江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以来，先后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联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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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培养博士后科研人员，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研究课题紧密围绕公司战略——工业化装配式装修材

料的性能改善与技术攻关，并取得一定的成果。经过2年的良好运作，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严格审核评议，

最终获批国家站。 

2、深化亚厦智造 

2020年，公司BIM继续在传统板块深耕，不断支撑公司重难点项目的有效落地，形成具有经济效益的

量化运行模式；在工业化板块摸索出全新的以设计技能为目标的制造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工业化设计人

才应用流程优化、工作模式再造，制定了配套的各环节工作标准、及管理标准，形成新型全三维化设计系

统，极大地提升了工业化设计效率及质量，满足了工业化项目快速增长需求。 

同时，公司在工业化软件二次开发上持续推进，打造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化BDS设计工具包，实

现了传统设计向模块设计的转变，工业化设计准确率和效率实现了大幅提高，一键生成工业化标准加工图

纸及BOM清单，以技术支撑公司向装配式精装修的战略转型。 

公司BIM将在满足项目需求的同时，不断优化人员培养、重塑人才输出模式，为传统及工业化项目在

技术管理、生产管理、项目管理的转型升级中提供全方位支撑。 

3、加快信息化建设 

自2012年起至今，公司已初步形成涵盖日常办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业务管理和财务管

理等方面的信息化应用体系。 

公司于2020年全力打造基于端到端的业务财务一体化系统，全面构建了工程项目智能协同管理平台，

实现从业务管理信息化向数字化的转变。构建支持业务决策的经营分析平台，更好的支撑业务的开展和管

理目标的实现。 

同时，在职能支撑层面，公司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率先在

人力资源层面构建基于线上的共享服务中心，实现员工入离调转的统一平台服务，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和

服务效率。在财务端构建了税务、资金、费报、银企直联和财务系统的整体信息化板块，覆盖财务各类业

务场景。同时，大力支持工业化信息化的建设。 

2020年公司建设的亚厦工程智能管理协同平台被评为浙江省企业信息化项目创新大奖，并连续第三年

被浙江省信息化促进会评为“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数字化领军企业”。 

（三）业务多点布局，资源整合提升效率 

1、工业化核心战略方向 

公司以建筑装饰工业化为公司的核心战略方向，以技术研发创新来驱动企业发展，并通过加强创新组

织建设、加大资源投入与加深校企合作等方式，在建筑装饰工业化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在住宅、

公寓、酒店、医疗养老等领域不仅实现了全工业化装配式装修，还对部分现有技术进行了迭代升级。公司

打造三大工业化产品平台，包括科宜产品平台、科睿产品平台和科誉产品平台。基于三大产品平台，开发

硬装产品线、功能产品线和智慧产品线，以匠心和创新创造美好人居，提供健康、科技、美学新体验。 

2、全新赋能智慧城市建设 

万安智能紧紧围绕亚厦股份五年战略目标，围绕工业化、EPC整体战略布局，围绕“一体两翼”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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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积极行动快速推进。设计咨询、系统集成、硬件研发销售、软件平台开发四大板块紧密协作，保持

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20年新签订单13.06亿元，同比增长30.24%。深圳前海嘉里、京东“蓝小方”等一系

列项目地交付，实现了人工智能、5G物联网、数字孪生技术在智慧建筑的多维度融合，不断提升综合能力，

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标杆项目的竣工交付，前沿技术的应用落地，为智慧建筑从局部探索到规模化成熟

落地创造快速发展契机，驱动行业数字化变革，打造数字时代核心竞争力。 

3、家装整合优化配置 

蘑菇加停止运营商合作、关闭家装直营门店，进一步整合调整。蘑菇加一府一作和商业空间统一合并

至公司工管中心，成立蘑菇加事业部；全面整合人员工作岗位，优化资源配置。 

（四）实施人才第一，助力实现战略目标 

公司持续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加速人才成长，以人才促经营。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包括聚焦业

务的高层培训活动；注重核心能力提升的项目经理储备班-鲁班计划；面向仓储业务线、培训牵引赋能、管

理改进和组织绩效提升的仓管骨干班；通过同频作战、路径学习、经营植入、深度营销等4个维度，旨在

培养后备高潜人才，提高订单转化率的新动力计划；助力新鲜血液快速拉升的匠星训练营等通用课程和专

业技术技能在内1,765场培训课程。加快提升人才素养，增强正确敏捷的决策的能力，赋能一线，切实发挥

平台部分支持与服务的职能，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提供支撑。 

（五）积极抗疫援建，临危受命不负使命 

2020年，公司逆行无悔，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努力承担社会责任。公司3小时为援雷神山医院紧急调

度逾10,000平方米的隔断材料，并承担后勤区域机电安装任务；1周内完成绍兴防疫隔离区病房700套卫浴

的安装；3天24小时三班倒完成西安“小汤山”隔离病房装饰施工；30小时3D打印15幢隔离病房送至湖北

咸宁市中医院。公司快速响应驰援疫区项目建设，临危受命不负使命，被赞许为“积极推进抗疫救治工作

的生动样本”。 

拥抱变化，创新变革是公司2020年的主题。公司将继续拥抱行业变化，积极应对挑战，坚持质量为本，

以匠人匠心的极致要求创造更多的精品工程；始终坚持管理为基，坚定走“绿色化、健康化、智能化、均

质化”发展路径；始终坚持创新为源，在加大研发资金投入、高端人才引进以及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持续

引领和推进建筑装饰行业的升级与变革。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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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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饰工程 6,684,573,298.33 1,020,137,511.77 15.26% -2.37% 7.89% 1.45% 

幕墙装饰工程 2,844,255,833.93 302,517,208.92 10.64% 3.00% -7.78%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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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附注五、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44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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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公司新设子/孙公司芜湖亚厦幕墙有限公司、广东亚厦幕墙工程有限公司、南京亚厦幕墙有限

公司、亚厦国际（新加坡）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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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公司清算并注销子/孙公司大连亚厦幕墙有限公司。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小明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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