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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4                             证券简称：开尔新材                             公告编号：2021-019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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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无异议。 

3、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5、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6、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94,971,09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开尔新材 股票代码 3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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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哲远 盛蕾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金义都市经济开发区广顺街

333 号 

浙江省金华市金义都市经济开发区广顺街

333 号 

传真 0579-82886066 0579-82886066 

电话 0579-82888566 0579-82888566 

电子信箱 stock@zjke.com stock@zjk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营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新型功能性搪瓷（珐琅）材料的研发、设计、推广、制造与销售，致力于新型功能性搪

瓷（珐琅）材料的前瞻性研发和市场化推广，是专注于自主研发、工艺革命，从技术工艺、生产设备、管

理水平、产品质量等各维度全面大幅领先国内外同行的创新型科技企业，是目前全球销售规模最大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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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业搪瓷（珐琅）产品制造商。 

公司以“推动绿色建筑，构建环保中国”为使命，经过多年发展，主营业务已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突出、

战略发展方向重点明确、业务板块清晰、组合科学的业务结构。目前主营业务包括立面装饰（内立面装饰

及珐琅板建筑幕墙）、工业保护等；主要产品包括内立面装饰搪瓷材料、工业保护搪瓷材料及珐琅板绿色

建筑幕墙材料。主要应用如下： 

新型功

能性搪

瓷材料 

内立面装饰搪瓷材料 

地铁、城市隧道、地下人行通道 

地下商业街、商场 

飞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 

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材料 
会议中心、酒店、商务楼宇等高端物业 

体育馆、展览馆、医院等公共设施 

工业保护搪瓷材料 

电厂、钢铁行业脱硫脱硝、超低排放、烟羽消白节能环保设施 

污水处理池围壁系统 

化工防腐管道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销售采用直销模式，定价以预算成本为基础，加上合理利润确定，主要通过投标方式，部分

直接以协议方式获取订单；直销模式可以减少公司与用户沟通的中间环节，使公司及时、客观地了解市场

动态，与订单式生产形成配套；同时直销模式也有利于客户资源管理、技术交流、订单执行、项目协调、

货款回收等。 

公司三类产品客户情况如下：内立面装饰搪瓷材料客户以大型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的业主单位或建设总

承包单位为主，提供产品主要有：标准板、异形板、搪瓷艺术画板等，为城市建设地下空间提供具备装饰

美化、时代气息、展示城市文化的内部景观设计；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客户以高端物业楼宇业主或建设承

包单位为主，主要产品为光催化自洁珐琅板等符合客户个性化需求的各类形式板面，以知名建筑设计院为

合作对象，向其推荐产品特性和应用方案，促进市场推广，通过针对性地开展“理念推广”和“技术营销”，

标杆项目的承接，示范效应的蔓延，激发市场对该类产品认知的快速提升，从而拓展应用面；工业保护搪

瓷材料客户以燃煤发电厂、锅炉厂、钢铁厂为主，由火电延伸至非电行业趋势逐渐显现，上述客户均具有

较强履约能力，自主研发关键部件有：珐琅搪瓷管、搪瓷传热元件（换热元件），主营设备：MGGH、低温

省煤器（烟气冷却器）、空气预热器整机、GGH、烟气冷凝器、烟囱烟道珐琅板等。围绕燃煤电厂存量改

造及其他非电行业综合治理领域，配套加装各类节能减排、清洁排放的装置。 

2、结算方式 

立面装饰搪瓷材料（含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一般情况，公司产品供货、安装到结算完毕大约需要

6-12 个月，在出货之前，客户通常预付货款 10-30%，此后按照供货、安装进度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5%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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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款项在审计竣工结算后支付至合同总价或供货总价的 95%，其余 5%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支付。

由于供货及结算周期较长，造成应收账款占比较大，但应收账款质量较好，根据往年情况，业主多为市政

单位，履约能力较强，同时公司持续加大了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以更好地保证资金流转效率。 

工业保护搪瓷材料：① 空气预热器、MGGH等单体设备（设备供应及安装）项目中标后一般 1-2 个

月内签订合同，预收款约 10-30%，客户根据设备制造进度支付给公司 50%进度款，交付完毕后支付 20%

货款，初步验收后支付 10%作为初验款，剩余合同金额的 10%作为质量保证金，待合同质保期满后 1 个月

内支付完毕。公司供货和安装调试完成后，一般需经过 168 小时试运行并检测合格，方能确认收入；此外

整台节能环保装置项目，存在部分部件由第三方供货的情况下，其他部件的验收进度也间接影响公司订单

的整体交付，因此收入确认时点往往滞后于供货进度。② 烟气净化集成系统装置等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工

程承包模式）：合同签订后，预收款约 30%，客户根据设备到货及工程现场完工进度支付进度款，设备到

货款约 60%，现场工程进度款支付按工程完成量的 80-85%，待项目整体投运验收后支付至合同总额的 90%，

余 10%质保金期满后支付，公司根据收入准则规定，按时段确认收入。 

3、采购模式 

（1）集中采购模式：坚持采购统一流程、原则的基础上，按照母公司采购部门集中统筹、集中采购、

集中入库、集中付款的模式，每周固定时间执行，简单灵活，具有较强时效性。集中采购模式主要运用于

公司零星物料采购分支，如常规库存材料、低值易耗品、零散材料等同质性物料等。 

（2）MRP 采购模式：坚持采购统一流程、原则的基础上，分析公司生产需求，根据 MPS（主生产计

划）和 BOM（物料清单或产品结构文件）以及公司 ERP 系统实时反馈的库存量，制定采购计划，并按照

采购计划执行采购，提高市场响应灵敏度，满足公司生产需求。MRP 采购模式主要运用于公司搪瓷钢板（主

材）及配套分支，与特定的供应商签订年度合作协议，执行年度协议采购，主要包括内立面装饰搪瓷材料

（地铁、隧道）、工业保护搪瓷材料（主要是电厂业务）及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材料（幕墙装饰）主材及

配套材料（包括瓷釉粉末、胶水、铝蜂窝板等）。 

（3）JIT 采购（准时货采购）模式：完全以满足项目需求为依据，坚持采购统一流程、原则的基础上，

按照项目部门需求，对供应商下达订货指令，要求供应商在指定的时间、按指定的品种、指定的数量送到

指定的项目地点。JIT 采购快速、准确地响应项目需求，实现了零库存管理，减少了资金占用，是一种比

较科学、理想的采购模式。JIT 采购模式主要运用于公司环保项目设备及配套分支，包括火电厂脱硫脱硝、

低温省煤器、MGGH 项目配套设备，污水处理项目配套设备。 

4、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自主生产与委托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即核心部件和整机，劳动密集型、加工工艺简单的

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委外加工的生产模式。公司生产基地：金义都市新厂区（新型功能性搪瓷材料产业化基

地）主要生产新型建筑材料珐琅板幕墙材料、内立面装饰搪瓷材料；全资子公司合肥开尔则主要进行工业

保护搪瓷材料的生产，并根据未来市场开拓情况适时进行产能扩张和补充。 

公司所处行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采取订单式生产模式。客户通常以招标方式选择供应商，在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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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时，双方还需要商定项目的具体技术要求，整个合同的执行均需经过现场测量、设计、作业计划排定、

物料采购、成品制造、出厂检验、发货、现场安装协调、施工全程技术支持、用户现场验收等步骤。 

（三）报告期主要业绩驱动因素、行业发展阶段、行业地位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行业地位等内容详见本报告“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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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432,263.62 685,325,805.40 -35.59% 289,576,58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973,130.14 57,856,776.39 29.58% -71,477,38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40,711.11 68,047,621.74 -69.81% -85,624,89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08,025.70 -9,806,739.34 552.83% 10,460,79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2 25.00%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2 25.00%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5% 6.33% 2.02% -7.4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355,133,167.55 1,298,125,558.21 4.39% 1,181,968,28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6,463,370.32 919,480,957.86 -0.33% 918,594,8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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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73,001.18 162,221,316.03 114,209,783.54 130,028,16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83,002.47 15,871,755.77 1,338,123.91 10,280,24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3,896.62 14,330,152.18 7,231,018.80 -586,56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38,354.21 -1,659,576.91 644,592.79 33,484,6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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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31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5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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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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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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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翰学 境内自然人 27.44% 140,350,261 114,810,711 质押 74,031,386 

吴剑鸣 境内自然人 9.79% 50,089,306 39,891,721 质押 30,528,861 

邢翰科 境内自然人 9.11% 46,572,225 37,224,843 质押 36,614,941 

俞建英 境内自然人 1.59% 8,111,646 0   

王彬 境内自然人 1.54% 7,891,800 0   

康恩贝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4% 6,877,810 0   

毕英佐 境内自然人 1.17% 5,990,176 0   

上海漓沁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07% 5,487,909 0   

姚元熙 境内自然人 1.02% 5,202,319 0   

程川 境内自然人 0.86% 4,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邢翰学、吴剑鸣、邢翰科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中邢翰学与吴剑鸣系夫妻关系，邢翰学

与邢翰科系兄弟关系； 

2、除邢翰学、吴剑鸣、邢翰科为近亲属关系外，公司未知前十大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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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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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坚定做好疫情防控，全力保障稳

定、健康发展。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业务推广实现了突破性进展，示范效应蔓延，业绩赋能，未来可期；

聚焦主业，明确战略定位，逐步收拢与主业关联度不高的产业，投资收益渐次体现；全年在手订单量充足，

虽受疫情等影响，执行进度延后，但业绩将在后期陆续体现；公司全员上下信心满满，践行“推动绿色建

筑，构建环保中国”的初心使命，见证“搪瓷（或称珐琅）”这类被称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的老物件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大放异彩。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143.23 万元，同比下降 35.59%；实现营业利润 8,808.43 万元，同比增

长 30.41%；实现利润总额 8,873.23 万元，同比增长 28.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97.31

万元，同比增长 29.5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4.07万元，同比下降 69.81%；

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0.80 万元，同比上升 552.8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8.35%，

同比增长 2.02%。 

产生上述经营成果原因主要为：其一，营业收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项目签单及执行进度延后，收入确认较少，主营业务利润受到较大影响，但公司在手

订单充足，截至期末，已签订合同、但尚未履行或尚未履行完毕的履约义务所对应的不含税收入金额约为

6.49 亿元，未来可期；其二，非经常性损益大幅增加，主要来源于出售股票所得的投资收益、持有的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收回较大金额的前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公司基于目前主业迎来重要

机遇期，将逐步合理退出前期与主业关联度不高的产业，集中资源与精力聚焦主业发展。期内非经常性损

益大幅增加也是公司逐步贯彻落实上述经营发展思路的阶段性成果体现。 

截至期末，公司总资产 135,513.32 万元，同比增长 4.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646.34 万

元，同比减少 0.33%，其中，报告期，回购股份导致净资产减少了 5,999.87 万元，剔除该事项影响，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同比增长 5,698.11 万元，主要系如前所述，全年取得的经营成果增加所致。 

报告期，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如下： 

（一）新兴业务实现大突破，业绩赋能动力充足 

报告期，得益于城市交通加速建设，下穿道逐渐成为未来公共交通发展的基本趋势，地铁隧道类业务

市场空间快速释放，市场地位不断稳固；珐琅板幕墙业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望成为公司未来更好更快

发展的强劲助力；节能环保类业务范围不断拓展，存量带动增量，促进长足发展。 

报告期，公司三大类产品的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分产品 营业收入（万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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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立面装饰搪瓷材料 20,093.62 42.97% -35.25% 0.68% 

工业保护搪瓷材料 15,034.10 16.75% -48.37% 4.94% 

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材料 1,894.97 18.73% 118.97% -39.82% 

1、城市轨道交通、隧道领域 

公司传统产品——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等地下空间装饰的内立面装饰搪瓷材料。围绕着“交通

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基础交通建设迎来新的增长周期，城市交通的建设逻辑也向“由上而下”转

变，大城市的快速路、下穿道成为常态化，这一趋势也将向小城市发展。报告期，隧道建设脚步持续加快，

市场空间加速释放，行业低价竞争态势逐步改善，公司固有的行业先发、自主创新、技术工艺、营销推广、

品牌质量等核心竞争优势凸显，工匠精神得以有效传承与发展，龙头地位持续稳固，市场占有率保持行业

第一。 

公司地铁、隧道类业务全年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 35.25%，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公司项目签单与执行进

度延后所致，毛利率稳定，与上年持平；全年新签订单额约 2.62 亿元，截至期末，该类业务 1,000 万元（含

本数）以上合同剩余未执行的金额合计为 1.57 亿元，除税后金额 1.39 亿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总收入的 32%。

期内重点项目有：无锡地铁三号线、北京广渠路东延道路工程、杭州至富阳城际铁路工程、深圳地铁 6 号

线车站公共区、杭州市香积寺路西延工程、深圳坂银通道等一系列国内外重点重大地铁、隧道、城市通道

搪瓷钢板装饰项目。 

搪瓷钢板（珐琅板）是地铁、隧道的首选装饰材料，能够适应地铁站、机场、城市隧道、桥隧等地下

空间复杂环境，综合性价比优势明显。交通枢纽人流密集、场所使用频率极高，一方面对美观性、安全性

要求较高，另一方面若封停维护或改造，成本费用、涉及面影响巨大，而珐琅板易洁易维护、耐久耐气候、

安全环保、长效保真等多功能优异特性使其获得了广泛应用。 

未来期间，传统地铁隧道类业务的市场空间与以往年度非同处一量级，将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潜在

业务充足，该类传统业务仍将是公司最强有力的支柱业务。 

2、新型绿色建筑幕墙领域 

作为建筑幕墙行业的新材料，与其他幕墙材料相比，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减轻建筑自重效果明显，能

够显著减少主体结构的材料用量，减轻基础载荷，节约建筑造价，主要应用于商务楼宇、银行、政府机构、

医院等领域。自推广初期便在海外获得广泛认可，但作为三大主营业务之一，目前贡献占比较低，然而可

喜的是，今年以来国内市场拓展逐渐明朗化，产品认可度、满意度显著提高，重点重大适用项目增加。 

期内，该类业务实现突破性进展，承接了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搪瓷钢板项目（下称：国会项目），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4,604.47 万元（含税），该项目是公司承接的该类业务中单项合同额最大、技术难度

最高、品质要求最严格的项目，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此类标杆项目的顺利实施，对标高端幕墙领域的珐

琅板激发了市场对其认知的加速提升，继国会项目后，公司又承接了富阳北之江水上运动中心亚运会场馆、

西湖大学幕墙工程等重要项目。 

全年来看，该类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但短期内毛利率波动较大，主要系预期产品从导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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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成长期，坚定立足市场需求，力求打造精品工程，以期推动该类业务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故在不断完

善与提升品质过程中历经数次试验与创新，坚持精益求精，从而使成本增加，毛利偏低所致。 

未来，基于我国幕墙装饰的巨大市场空间，对标高端幕墙市场的珐琅板具有易洁易维护、美观大方、

历久弥新、安全环保等优质特性，我们仍将不遗余力、集中精力，通过技术营销、理念推广，加速开启良

性循环模式，以期实现公司业绩的持续快速增长。 

3、火电及非电行业节能环保领域 

公司在火力发电等行业的节能环保（脱硫、脱硝、超低排放）领域，已积累了多年的技术优势和经验

基础。自涉足该行业以来，公司适时根据市场需求，针对节能环保类业务（主要产品：工业保护搪瓷材料）

的产品结构进行优化调整，逐步实现了配件供应商——系统集成供应商——整机制造商的产业升级；同时，

以 GGH、MGGH 等换热设备为基础，积极介入承接“消白”工程，拓展产品应用领域，加速实现从设备

供应商向工程公司的转型升级。 

公司节能环保类业务全年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 48.37%，其一，受疫情影响，项目执行及营销拓展受限，

收入未集中体现；其二，公司营销战略调整，重点快速推进向工程公司转型，完善资质，优化资源配置，

全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其三，响应国家政策，顺应市场需求，挖掘新技术路线，扩展业务范围，有力有序

备战新周期。截至期末，该类业务 1,000 万元（含本数）以上合同剩余未执行的金额合计为 2.12 亿元，除

税后金额 1.88 亿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总收入的 43%。 

期内，节能环保类业务存量带动增量，业务范围不断延伸，在传统空预器、MGGH 等业务保持稳定的

基础上，承接了污水处理系统设备供货及安装项目，单项合同额达 7,287.20 万元，为史上污水处理类业务

单项合同额最大的项目。公司在火电与非电行业脱硫、脱硝、超低排放等领域深耕多年，市场地位不断提

升，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也是在为储备的新产品奠定市场基础。 

受益于国家政策导向，丰厚行业经验、高品牌知名度、高技术水平、优异材料性能等优势为后续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公司将坚定响应国家政策要求，把握行业机遇，丰富技术储备，在存量和增量的

双重驱动下，促进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与行业地位的持续稳固。 

（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行业地位持续稳固 

多年来，公司一贯坚持自主创新，牢牢把握市场趋势，做好技术预研工作，丰富产品储备，深化产业

布局，历年保持了高比例的研发投入。报告期，公司研发投入为 1,918.78 万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

4.35%。期内新增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重点推进研发项目 8 个，研发方向：新型防火装饰

珐琅板、石墨烯钛瓷珐琅板的研发、一种特殊瓷面效果珐琅艺术画的开发、超大阴弧珐琅板的生产技术开

发与应用、不锈钢搪瓷板的开发、绿色珐琅板的研发、超镜面珐琅板的开发、超大超亚建筑外墙多曲面搪

瓷板的研发等。持续挖潜搪瓷的众多可能性，丰富公司产品的多样性，拓展珐琅产品的应用市场，个性化

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期内，工艺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国会项目使用的超 7m 大规格版型珐琅板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珐琅板，

其钣金及搪烧制作工艺要求更是超越了早前公司完成的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超大异形珐琅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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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是对开尔工艺技术经验以及制造装备、生产及质量管理综合能力的集中考验。针对该项目，公司从高

标准的制定、工艺节点的持续优化改进、技术探讨与专业设备等多方面进行把控，“鸟窗珐琅板”上墙后，

纵观整体，大气典雅，尽显大国工匠之风范。高质量的标准要求是激发公司自我完善和提升的重要机遇，

也是作为建筑装饰搪瓷行业领航者的担当。 

期内，公司还获得了浙江省节水型企业、浙江省清洁生产验收合格企业、浙江省绿色工厂、浙江省数

字化车间、金华市高成长标杆企业等荣誉，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省级 AAA 级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等荣誉。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公司全力倡导秉承匠心，追求卓越，只做精品。期内，在总结港珠澳项

目经验的基础上，公司抓住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建设的契机，秉承更高的技术标准、更全面的质量意识、

更精细的工序管理，持续提升生产运营管理水平，巩固行业先发、技术工艺、营销推广、品牌质量等优势，

行业地位得以持续稳固。 

（三）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降本增效落地有声 

期内，公司以“持续创新、创量增效”为发展主题，有计划地向精细化管理推进，注重流程规范，塑

造学习型团队；管理措施上贯彻“天天坚持，事事落实”的工作思路，从思想上深刻认知，强调职责担当，

强调管理措施落地和时效性。全员秉承“艰苦奋斗、专注细节”的匠心精神，牢牢树立精益求精的品质精

神、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打造“成为世界搪瓷行业第一”的品牌形象。 

期内，为深入践行“降本增效”理念并有效提升品控水平，公司加强了预算管理体系执行，项目成本

核算准确性得到有效提高；通过成立资源改善小组及专项基准技术工艺规范梳理工作小组，从样板制作管

理、资源改善提升、工艺技术改进、标准规范修订等方面采取了多项重要举措稳准推进，内部挖潜优化提

升公司盈利水平；全面推行隧道板标准化生产线工作，超大规格珐琅板专项技术改革任务有效完成；细化

了厂区二期扩建各单元布局，全范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日益改善的生产制造管控能力及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公司产品持续创新及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坚实保障。

公司现已具备国际领先的全自动静电干法喷涂生产线，逐渐实现了工艺、技术的高水平发展。 

（四）收拢战线聚焦主业，投资收益逐步体现 

近年来，公司在坚定发展主业的同时，积极寻求更多创新经营模式，采取战略投资与财务投资并行的

多种投资模式，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进行创新产业及优质资产的布局，以优化公司整体结构，增强公司

盈利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现阶段，随着行业发展迎来重大机遇，公司将牢牢把握机遇，深耕主业，逐步

收拢与主业关联度不高的投资，规划投资项目的合理退出，投资收益也将逐步体现。 

报告期，公司所持上市公司立昂技术股份于期内解除锁定并出售了 2,568,563 股，成交金额为 7,044.93

万元（含交易费用），剩余持有 3,853,049 股（2020 年因立昂技术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所持股

份增加 1,284,487 股），持股比例 0.91%，未来将根据规定择机出售，体现投资收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

义通投资所持有的祥盛环保 25%股权的退出事宜。2020 年 9 月 15 日，经董事会审议，拟以 17,700万元的

现金对价转让给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2021 年 1月 4 日，经董事会审议，拟向指定第

三方上市公司中创环保转让祥盛环保 25%股权，交易价格不变；2021 年 3月 22 日，该事项经中创环保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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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审议通过，交易协议生效。截至本报告报出日，公司已收到中创环保第一期、第二期共计 9,000 万

元的交易款项，并配合完成了祥盛环保 12.71%股权交割的手续。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及主营业务投入，有利于降低公司运营成本，从而实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 

（五）股份回购提振投资信心，积极稳定市场预期 

为有效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基于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及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近两年公司推出了两期股份回购方案。期内，第二期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公司回购股份

数量为 4,280,296 股，占现有总股本的 0.84%，成交总金额为 5,999.87 万元（含交易费用）。截至期末，公

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6,452,996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3.22%。 

报告期，公司积极应对疫情的同时，扎实开展各项生产经营工作，稳定市场预期；在做好主业的的同

时，努力维护市场信心，业绩也逐步体现。“搪瓷”（珐琅）的“需求创造性”及“功能多样化”的优异

特性一直是我们深耕于此间并砥砺前行的源源动力，伴随众多国家重点重大项目的承接，优质精品项目示

范效应的持续蔓延，我们深信，通过卓有成效的奋斗及价值创造，能够促进员工幸福与企业的共同发展，

从而践行“做有尊严的产品，做自豪的开尔人”的企业精神。未来，公司将坚定“推动绿色建筑，构建环

保中国”的使命，立足主业，积极推进新型功能性搪瓷材料在更多领域的应用，促进主营业务持续稳健发

展，努力提升上市公司价值，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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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保护搪瓷材

料 
150,341,018.09 25,178,675.58 16.75% -48.37% -26.74% 4.94% 

内立面装饰搪瓷

材料 
200,936,150.96 86,348,422.34 42.97% -35.25% -34.20% 0.68% 

珐琅板绿色建筑

幕墙材料 
18,949,740.98 3,549,258.51 18.73% 118.97% -29.95% -39.82% 

幕墙装饰 64,203,259.87 7,217,434.24 11.24% -2.66% -24.88%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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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

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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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

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20 年 1月 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与商品销售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

的已完工未结算、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

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将与商品销售相

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对原以

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的项目（同一客户不同合同之间相抵的情

形）根据合同进行还原，根据还原结果分

别列示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董事会审批 

应收账款 -72,586,103.19 -49,318,071.10 

存货 -48,331,277.91 -48,331,277.91 

合同资产 99,425,678.21 78,144,418.61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3,078.73 421,828.7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775,210.80 22,933,438.31 

预收款项 -75,797,339.75 -31,408,402.81 

合同负债 82,938,039.10 37,649,102.16 

盈余公积 -239,036.27 -239,036.27 

未分配利润 -2,169,787.69 -2,151,326.45 

少数股东权益 -15,288.75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应收账款 -46,759,696.38 -34,751,442.88 

合同资产 37,177,624.40 27,646,611.46 

其他非流动资产 9,582,071.98 7,104,831.42 

预收款项 -135,014,887.45 -89,802,819.01 

合同负债 132,622,326.34 87,828,942.20 

其他流动负债 2,392,561.11 1,973,876.81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 2020 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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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5,740,035.05 3,848,551.68 

销售费用 -5,740,035.05 -3,848,551.68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

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 13 号

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

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

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适

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

（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

规定。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 号），

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行调

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

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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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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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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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邢翰学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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