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0 年度，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严格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和要求，勤勉履责。现就 2020 年度工作情

况报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改选的情况 

2020 年 3 月 23 日，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朱

斌、陈文、孙海军、王亚民、周波、徐甘、钟根元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其

中周波、徐甘、钟根元为独立董事候。董事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3 月 24 日至

2023 年 3 月 23 日止。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原董事丛中笑、独立董事崔荣军不再担

任公司董事。 

二、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会设成员 7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2020 年度，董事会共召开 21

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 年 2 月 2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资的议案》。 

（二）2020 年 3 月 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以

下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对外投资的议案》； 

3、《关于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2020 年 4 月 15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1、《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关于公司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

议的议案》； 



3、《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 

4、《关于公司更换保荐机构及就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重新签订的议》。 

（四）2020 年 4 月 2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1、《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7、《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8、《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9、《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1、《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12、《关于公司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3、《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4、《关于选举朱斌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15、《关于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6、《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8、《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9、《关于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关于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五）2020 年 4 月 2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六）2020 年 5 月 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1、《关于公司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 

2、《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3、《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七）2020 年 6 月 1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7、《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9、《关于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八）2020 年 6 月 19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以下事

项： 

1、《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2、《更正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议案》。 

（九）2020 年 7 月 9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1、《关于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申请材料的议案》； 

2、《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4、《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6、《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 



7、《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

案》； 

8、《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协议的议案》； 

9、《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 

10、《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1、《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朱斌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12、《关于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十）2020 年 7 月 24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十一）2020 年 8 月 11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以下

事项： 

1、《关于取消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

锁上市的议案》；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6、《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十二）2020 年 8 月 19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十三）2020 年 8 月 2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以

下议案： 

1、《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3、《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十四）2020 年 9 月 2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 2 年的议案》。 

（十五）2020 年 9 月 1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以



下议案： 

1、《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六）2020 年 9 月 25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质押控股子公司股权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十七）2020 年 10 月 1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十八）2020 年 10 月 3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十九）2020 年 12 月 1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十）2020 年 12 月 23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

以《关于公司注销澳门税务备案的议案》。 

（二十一）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进展的议案》。 

二、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2020 年度，董事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 4 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 年 3 月 23 日，2020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以下事

项：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二）2020 年 5 月 18 日，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1、《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 2019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7、《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8、《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关于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2020 年 6 月 29 日，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以下

事项： 

1、《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7、《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9、《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四）2020 年 8 月 28 日，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审议通过以下

事项： 

1、《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开情况 

（一）审计委员会召开情况 

2020 年度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了 4 次会议，全体委员均全部出席。 

1、2020 年 4 月 27 日，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计委

员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 2020 年第一

季度报告》； 

2、2020 年 8 月 27 日，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审议《公司 2020 年半

年度报告及摘要》； 

3、2020 年 10 月 30 日，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三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



第三季度报告》； 

4、2020 年 12 月 31 日，审计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审议《公司 2020 年

年报初审报告》。 

（二）提名委员会召开情况 

2020 年度提名委员会共召开了 2 次会议，全体委员均全部出席。 

1、2020 年 3 月 4 日，提名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2020 年 4 月 27 日，提名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名委员

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情况 

2020 年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召开了 2 次会议，全体委员均全部出席。 

1、2020 年 4 月 27 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2、2019 年 8 月 11 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上市的议

案》。 

四、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39 亿元，同比减少 21.5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 亿元，同比减少 36.12%；期末资产总计 105.09 亿元，同比

增长 8.62%。 

（一）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5,424,164,957.30 6,936,116,180.23 -21.80 

营业成本 4,709,817,443.04 6,035,473,836.97 -21.96 

销售费用 55,173,495.75 54,579,033.45 1.09 

管理费用 153,306,286.43 160,000,335.39 -4.18 

研发费用 98,466,646.72 145,015,237.41 -32.10 

财务费用 118,147,547.83 89,720,002.11 3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304,890.91 241,200,309.23 23.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920,918.85 -263,033,700.57 -18.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356,922.16 181,222,378.28 -159.24 

 

2、收入和成本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公装施工 4,772,397,938.96 4,200,221,082.39 11.99 -24.18 -24.64 增加 0.53个百分点 

家装施工 61,932,806.74 50,946,879.11 17.74 49.26 57.86 减少 4.48个百分点 

设计业务 323,622,385.88 205,182,099.12 36.60 -3.81 7.18 减少 6.50个百分点 

家具业务 260,016,260.49 247,059,752.92 4.98 2.10 6.56 减少 3.97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华东地区 2,357,289,096.66 2,058,910,726.81 12.66 -16.99 -16.54 减少 0.47个百分点 

华北地区 476,113,436.49 417,892,059.01 12.23 54.40 58.88 减少 2.48个百分点 

华中地区 570,378,575.11 494,767,137.49 13.26 -52.25 -51.69 减少 1.00个百分点 

华南地区 528,652,735.19 445,205,866.51 15.78 -35.91 -38.92 增加 4.14个百分点 

西南地区 674,945,396.04 578,035,475.03 14.36 -3.49 -6.21 增加 2.48个百分点 

西北地区 287,834,372.83 238,788,236.20 17.04 4.64 -0.64 增加 4.41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 280,462,937.91 247,035,656.69 11.92 -54.68 -53.90 减少 1.49个百分点 

港澳台地

区 
20,000,000.00 18,446,000.00 7.77 - 96.49  

国外地区 222,292,841.84 204,328,655.80 8.08 33.66 42.02 减少 5.41个百分点 

合计 5,417,969,392.07 4,703,409,813.54 13.19 -21.79 -21.99 增加 0.22个百分点 

 

（2）成本分析表 

单位：人民币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 本

构 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 年 同

期 占 总

成 本 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公装施工  4,200,221,082.39 89.30 5,573,387,415.75 92.44 -24.64  



家装施工 

 

50,946,879.11 1.08 32,274,088.95 0.54 57.86 

主要

是家

装施

工业

务收

入增

加成

本相

应增

加。 

设计业务  205,182,099.12 4.36 191,439,258.13 3.18 7.18  

家具业务  247,059,752.92 5.25 231,859,926.30 3.85 6.56  

合计  4,703,409,813.54 100.00 6,028,960,689.13 100.00 -21.99  

 

3、费用 

费用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超过

30%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占 2020 年营

业收入比例

（%） 

销售费用 55,173,495.75 54,579,033.45  1.02 

管理费用 153,306,286.43 160,000,335.39  2.83 

研发费用 98,466,646.72 145,015,237.41 本年研发项目减少所致 1.82 

财务费用 118,147,547.83 89,720,002.11 
融资成本增加导致的利息

支出增加所致 
2.18 

所得税费用 29,359,524.74 73,924,389.40 当期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0.54 

合计 454,453,501.47 523,238,997.76  8.38 

 

4、现金流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06,295,790.51 5,341,160,543.96 -15.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208,990,899.60 5,099,960,234.73 -1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304,890.91 241,200,309.23 23.2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9,856,678.46 522,425,353.13 -29.2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84,777,597.31 785,459,053.70 -25.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920,918.85 -263,033,700.57 -18.2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31,176,382.53 1,590,668,019.60 -3.7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38,533,304.69 1,409,445,641.32 16.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356,922.16 181,222,378.28 -159.2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2,999,440.62 723,313.10 314.6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973,509.48 160,112,300.04 -113.72 

 



（二）资产分析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2,150,480,394.36 20.46 1,424,101,381.36 14.72 51.01 
主要是客户以承兑票据为

结算方式的交易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39,040,000.00 0.37 28,640,000.00 0.30 36.31 

主要是本期对嘉兴同心共

济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增加投资和嘉兴同心

共济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公允价值进行调整

所致。 

在建工程 4,576,025.95 0.04 22,592,159.69 0.23 -79.75 
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项目

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23,574,954.76 1.18 19,474,898.83 0.20 534.53 

主要是支付给国盛海通的

回购股权款项和支付给高

昕节能少数股东的股权转

让款，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尚

未办理完毕。 

短期借款 659,702,996.99 6.28 992,261,396.03 10.26 -33.52 
主要是本年偿还部分短期

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1,497,973,276.94 14.25 832,725,652.61 8.61 79.89 

主要是本年以承兑汇票形

式进行结算的比例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39,284,644.79 0.37 17,943,072.88 0.19 118.94 
主要是疫情期间公司申请

延迟缴纳社保所致 

应交税费 49,758,509.07 0.47 71,985,402.23 0.74 -30.88 
主要是应交企业所得税减

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72,153,751.30 0.69 41,870,203.26 0.43 72.33 主要是往来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40,121,883.14 0.38 336,042,094.27 3.47 -88.06 

主要是即将于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余额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667,591,565.61 6.35 466,224,087.44 4.82 43.19 
主要是商业承兑汇票背书

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87,887,259.03 1.79 10,289,202.50 0.11 1,726.06 主要是抵押借款增加所致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突发，对全球经济的各个层面都带来了严重冲击，对建

筑装饰行业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和复杂

形势，公司管理团队紧紧围绕既定的经营目标，持续推进主营业务稳健发展，加

大市场开拓力度，着力优化管理体系，加强风险控制，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虽已采取各项措施，但受上半年项目开工建设进度放缓的影响，使得

公装施工业务仍因疫情受到一定影响，全年呈现了前低后高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24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33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05.09 亿元，同比增长 8.62%；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09 亿元，同比增长 8.0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 2.97 亿元，同比增长 23.26%，公司持续加强项目资金结算力度，取



得了良好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 全力保障项目进度和质量，持续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保障项目进度和质

量。公司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以总裁为组长的防疫工作小组，精准施策，配合国内

及境外子公司所在国采取的防疫举措，毫不松懈的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实现 2020 年 2 月底人员复工率超 70%，全年全员零感染，

确保了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企业的稳定经营。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重点项

目建设，打造了九星建材市场、长嘉汇、名都古北等多个重点项目。 

2. 稳步推进业务板块整合，业务结构优化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对组织结构和业务板块做进一步调

整。公司将全称由“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全筑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力求以上市公司主体为母公司及核心企业，联合旗下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按企业集团形式运营发展，以此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新的运

营模式下，公司将相同业务类型归集于对应子公司之中，业务管理条线清晰，各

子公司业务板块分明，有利于公司对于建筑装饰全产业链业务的整合和统筹管理，

有助于公司各业务条线的协同和深化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整合已有设计业务板块，改原来“全筑设计集团”为“澳锘

设计集团”，淡化设计板块工程属性，将设计业务独立品牌化发展，使得公司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设计板块具有独立清晰的品牌形象，增强澳锘设计的辨识度。通

过整合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陈设设计和工程咨询设计全产业链，实

现终端品牌重塑，助力澳锘设计集团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梳理智慧科技业务线，成立全筑智慧科技集团，下设建筑科

技、智慧公寓和智能云三大事业部，重点面向长租公寓、定制精装、康养社区等

市场，全面落地以装配式技术、智慧家居和智能云 SaaS 平台为核心的智慧建筑

一体化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主动调整建装板块业务结构和客户结构，调整传统住宅全装

修业务规模，适度提高项目承接标准，筛选质优客户。同时，公司持续拓展海外

市场，设立米兰设计中心；公司重点关注医疗、教育、产业园等业务板块，积极



谋划新业务增长点，推动公司稳中求进、创新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调整优化区域布局。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经营需

要，公司对全国重点发展区域做出调整，锚定上海、成都、武汉、深圳、青岛等

十大重点城市，着力将资源向重点区域、重点城市集中，深耕于重点城市，探索

项目储备的可能性，实现“以点带面”，推动主业可持续发展。 

3. 进一步完善研发体系，促进成果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维护各项关键指标，形成作业标

准，高新运行体系初具效用；公司梳理各单位历年高新课题 60 余项；立足于装

配式技术和智慧科技，开展技术课题 20 余项；装配式内装及智慧科技类知识产

权申请 80 余项，同比增加 140%，授权量 30 余项。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耕装配式技术，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大力推动装配

式技术成果在项目中的落地和转化应用。公司立足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成功承

接了周浦镇西社区租赁项目、青浦区盈浦街道观云路项目、宝山区顾村项目、城

北路站 C 地块商办项目、宝业奉贤区青村镇项目等，在上述项目中，均全面采用

了装配式内装体系。 

4. 严格管理应收账款，持续优化现金流 

公司成立应收账款专项领导小组，作为常设机构领导和推进应收账款的回收

工作。公司制定专门政策，切实解决重大和较难收款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加强

应收账款管理力度，建立应收账款工作周报制。同时，公司加强项目进度节点的

控制和收款力度，强化应收账款过程管控，防止出现呆坏账项目；建立问责机制，

加大收款考核比例，确保款项及时收回。必要时，公司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回

款工作更好的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多渠道融资方案，持续优化现金流，除通过银行融

资之外，公司还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3.84 亿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发行；2020 年 9 月获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批文。 

5. 推进信息化建设，赋能精细化管理 

公司始终重视信息化系统建设。报告期内，公司以疫情为契机，信息化管理

程度进一步提高。报告期内，公司自主开发的 EAS 项目管理平台投入使用，平

台涵盖项目管理、基础人事、财务管理、劳务管理等，通过信息化平台，把控全



国项目的实施进度。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提升成本管控力度，通过成本测算、项目成本条线管

理等流程，建立高度信息化的项目成本控制平台，加强过程控制，让各事业部、

核算中心全程参与把控，多措并举实施控本增效。同时，公司打造“任务通”管

理系统，推进网格化管理，将日常工作细化、拆解、指派，加强完成情况的跟踪

落实，提升集团整体的管控能力和工作效率。 

六、报告期内投资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投资 

投资方 被投资方名称 
投资方与公司的

关系 
出资 

持股比例

（%） 
主要业务 

澳锘设计 全筑米兰 公司控股子公司 30.1万欧元 100 创意设计 

澳锘设计 简斯设计 公司控股子公司 650万元 65 专业设计 

全筑新军 西安汇众 公司控股子公司 204万元 51 装饰装修 

公司 全筑装饰 公司 32755.175万元 81.5 装饰装修 

公司 嘉兴筑领 公司 4500万元 45 股权投资 

公司 海南筑桐 公司 400万元 40 股权投资 

公司 高昕节能 公司 2245.07万元 68 建筑幕墙 

全筑装饰 中海宏业 公司控股子公司 0万元 51 施工总承包 

（二）公司主要控股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全筑装饰 建筑施工 61349.6399 672,545.22 121,234.36 

全筑住宅 住宅施工 1000.00 9,471.98 1,104.23 

澳锘设计 室内设计 3000.00 5,736.01 2,000.03 

全筑木业 木制品生产 3000.00 16,645.47 2,238.06 

全品饰配 软装配饰 500.00 10,500.15 2,270.23 

高昕节能 幕墙施工 5050.00 31,397.23 8,268.77 

地东设计 建筑设计 316.1222 13,955.11 9,583.63 

七、报告期内其他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进行了 1 次利润分配。分配方案为：公司以总股本扣减不

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 11,682,8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元（含

税）。 

（二）重大资产收购、出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收购、出售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审议关联交易事项如下：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

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受让国盛海通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全筑

装饰 18.5%的股权，股权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32,755.175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

全筑装饰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进展的议案》，公司与国

盛海通签订《补充协议》，对第二期收购价款的支付做了进一步安排。 

2020 年 9 月 1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控

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受让吴志平、狄峡、赵华持

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高昕节能 合计 17%的股权，总计 2245.07 万元。 

2020 年 9 月 1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

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与董事长朱斌先生、副总裁李勇先生等共同出

资设立海南筑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拟定名）；拟与总裁陈文先生等共同出

资设立嘉兴筑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定名）。 

八、公司未来发展 

（一）行业格局和趋势 

1. 行业基本情况 

（1）建筑装饰行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前景广阔 

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的建筑装饰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状况与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联系紧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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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固定

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建筑业不断发展，建筑装饰行业

规模也在持续增长。 

全国人大于 2021 年 3 月审议通过并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到，“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等。”建筑装饰行业将迎来以智慧科技、绿色环保、工业化生产

为核心的新机遇，给建筑装饰行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加上城市更新带来的存量

市场扩张，建筑装饰行业将继续保持着稳健的增长态势。 

（2）行业竞争格局逐渐向头部集中 

我国建筑装饰行业呈现出“大行业、小企业”的行业特点，总体上集中度不

高，多数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弱、行业门槛低，行业无序竞争的现象仍较为突

出。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建筑装饰行业公司成功上市，借助资本市场力量，整

合产业链，夯实自身技术储备，行业内部将逐渐分化，头部企业将逐渐成为产业

核心，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引领整个建筑装饰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创新和新材料发展，传统服务行业逐渐向工业化设计和

智慧科技产品转型。此外，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也从政策层面引导行

业向环保、安全、高效的方向发展。由此形成设计端技术壁垒和产品端工业化规

模生产优势，还有效解决了传统方式下产业工人手工作业分散且难以管理的弊端，

从而使得市场份额逐步向头部集中，一定程度上改变“大行业、小企业”的局面。 

2. 行业发展趋势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发展绿色建造方式，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推行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鼓励装配式技术，提高行业整体的工业

化、信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程度。 

（1）绿色建造 

绿色建造是按照绿色发展的要求，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采用有利于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排放、提高效率、保障品质的建造方式，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工程建造活动。 

近年来，政府出台多项政策，驱动行业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绿色发

展之路升级转型。国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

见》《2016-2020 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关于开展绿色建造试点工作的函》

《绿色建造技术导则（试行）》等一系列产业指导意见，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结



构体系、功能用途、节能环保等方面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积极推动以节能环

保为特征的绿色建造技术的应用，着力增强 BIM、大数据、智能化、云计算、物

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建筑设计领域的集成应用能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推动

建筑全生命期信息化。“十四五”规划纲再度明确建筑行业未来的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绿色智能等大方向。绿色建造满足节能、环保、减碳的要求，为落实国

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提供支撑，对于促进建筑装饰装修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是行业转型升级和城乡建设的发展方向。 

公司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筑装饰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公司独立打造 SaaS

级企业服务平台“筑翼云”，以数字化、新科技赋能装饰企业，形成一个完整的从

销售到设计到建造到交付及售后的全流程闭环，全面满足装饰企业数字化和信息

化建设需求，促进传统装饰装修行业转型升级。 

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高昕节能专注于幕墙和门窗领域，在光伏幕墙一体化

业务上已有过项目探索和应用研究，此外，还深度参与了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

会牵头的团体标准《光伏幕墙应用指南》的编制工作，为推动光伏幕墙规范应用

发挥了重要作用。 

（2）EPC 工程总包模式 

EPC 工程总包模式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已成主流模式之一，其相较于传

统的模式具有管理简单、协调工作少、设计变更少、节省工期、施工质量好等优

点。 

2016 年 2 月以来，国务院连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等多部文件，强调推行

EPC 工程总承包建设管理模式。2016 年，住建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

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意见》提出，持续推进工程总承包的发展，要求将“加快推行工程总承包”

作为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点。2019 年 12 月，住建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2020 年 9 月，住建

部印发《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必将推动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在国内的应用和发

展，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已成为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 



公司拥有工程设计建筑装饰工程专项甲级资质、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甲级资质、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建筑设计事务所甲级资质及多

项专业承包资质。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研发、策划、设计、施工、智造、

配套和服务等较为完整产业链，具备设计、施工一体化的能力。目前公司已与湖

南九华东方酒店有限公司、嘉善同嘉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6 家公司签订了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未来公司将继续倡导设计一体化模式，通过推行以设计牵

头的 EPC 总承包模式，充分调动全产业链协同资源，深度把控项目全流程，实

现全方位设计和全过程运营，为未来利润增长提供新动力。 

（3）装配式内装技术体系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建筑装饰行业面临技术

工人数量减少、平均年龄增长的形势，用人成本增加、工人数量不足等问题逐渐

凸显。而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的装配式内装技术体系，能够一

定程度上缓解用人问题，还具有施工效率高、安装品质好、维修方便、绿色环保

等优势，能够大幅降低人工依赖，未来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据住建部 2021 年 3 月 21 日发布的《2020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的通

报》显示，2020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开工

装配式建筑达 6.3 亿平方米，较 2019 年增长 50%。随着政策驱动和市场内生动

力的增强，装配式建筑相关产业发展迅速。截至 2020 年，全国共创建国家级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328 个、省级产业基地 908 个。在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中，构件

生产、装配化装修成为新的亮点。其中，构件生产产能和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提高，

全年装配化装修面积较 2019 年增长 58.7%。《通报》还显示，住建部正在编制相

关行业标准用于统一常用构件和部品尺寸。随着行业标准化规则的制定、落地，

装配式装修的设计、生产、施工效率和品质将获得有效提升，进一步推动全产链

协同发展。 

目前，公司在装配式内装体系的研发中已经形成了“设计+核心部品+供应链

管理+整装工厂+售后服务”的业务闭环的模式探索。公司根据建筑全生命周期特

性和建筑工程分部分类特点，将装配式建筑分为 5 级结构类别（承载受力系统、

分户及填充系统、装饰装修系统、活动功能系统、二次机电系统）。在此基础上，

公司通过研究和试点，逐步形成模块化、通用化、集成化、工业化、装配化的技



术模块和内装八大部品体系，提供装配式全产业链解决方案，覆盖建筑全生命周

期。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将继续围绕“两翼一箭”的战略布局，持续探索装配式技术和智慧科技

领域。公司以对公业务和零售业务为“两翼”，夯实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能力，

以智慧科技为“一箭”，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推进基于 BIM 的智慧建造及装配式

技术的迭代升级，发展智慧建筑和智慧社区领域的创新应用，打造智慧人居新样

本，引领智慧人居时代的大建设行业发展新路，实现企业由现代服务向产品技术

创新转变。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