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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三棵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米粒
电话
0594-2886205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大道
办公地址
518号
电子信箱
zqb@skshu.com.cn

股票代码
603737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证券事务代表
李衍昊
0594-2886205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大道518
号
zqb@skshu.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32,330,655.45
1,722,844,889.49
本报告期
（1-6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上年度末
末增减(%)
5,675,296,091.06
11.58
1,724,914,433.56
-0.1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上年同期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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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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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641,185,035.34
2,594,507,671.34
108,755,519.81

-87,723,783.69
2,202,239,276.37
117,913,066.37

不适用
17.81
-7.77

68,249,088.53

82,443,296.34

-17.22

6.14
0.42
0.42

8.46
0.45
0.45

减少2.32个百分点
-6.67
-6.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7,35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洪杰

股东性
质
境内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其他
－客户资金

持股
数量

65.97 172,006,139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0

质押

39,110,400

8.56

22,317,723

0

无

0

1.61

4,209,636

0

无

0

1.41

3,677,219

0

无

0

0.90

2,357,706

0

无

0

0.88

2,288,044

0

无

0

其他

0.88

2,284,442

0

无

0

其他

0.75

1,961,567

0

无

0

其他

0.52

1,347,489

0

无

0

其他

0.40

1,054,441

0

无

0

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GIC PRIVATE LIMITED
其他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二零组合

持股比
例(%)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不适用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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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场需求阶段性受到抑制。2020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
为 43,466.1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1.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638.40 万元。二
季度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降幅逐月收窄，市场需求快速恢复。
2020 年第二季度营业收入为 215,984.6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23,513.9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6.22%。
面对机遇与挑战，公司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责任，继续秉承“让家更健康，让城市更美丽”
的企业使命，始终坚持文化自信、战略定力，围绕“价值、协同、成长”三大主题，不断提升优
化客户门店盈利模式，持续提升经销商零售效能，提升供应链精益生产水平，加强品牌创新拓展，
深化共创共享自驱型机制，大力提升人均效能，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涵盖内外墙涂料、防
水、保温、地坪、基辅材、施工“六位一体”的绿色建材一站式集成系统，打造高品质涂料为主
和家居新材料为辅、基辅材全配套、健康、色彩、品味、服务为一体的美好生活解决方案，不断
向服务型、共享型、专业型的组织升级。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采取了如下措施，推动公司整体
经营计划的实现：
（一）极致产品、研发先行
公司积极践行“极致健康、极致性能、极致应用”的产品研发理念，不断将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应用到产品创新和迭代优化，开发极致性能创新产品，优化产品极致应用测试标准体系，
加大产品施工工艺和工具研究，提升涂装体验性、宽容性和稳定性，解决用户涂装痛点。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推进产品升级迭代，加大产品技术创新力度，开发新品 100 支、升级产
品 77 支。水性聚氨酯防水涂料、高装饰内墙艺术漆、360 多效抗菌抗病毒全能墙面漆、鲜呼吸抗
病毒全效水性木器漆、集多项创新技术为一体的小森科创天然板等多项创新型产品相继上市，逐
步完善公司“涂料、保温、防水、地坪、基材、施工”的“六位一体”绿色建材一站式集成系统，
以满足用户全屋一站式绿色建材需求。此外，为形成公司在产品和技术方面的竞争力、聚集和培
养行业优秀人才，公司成立三棵树（上海）新材料研究有限公司，旨在研究开发涂料配方中关键
原材料的合成和应用，目前新材料合成和高新产品的开发项目中的多个课题项目已取得阶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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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二）零售升级、渠道赋能
在家装内墙涂料业务方面，公司坚持思考、持续改革、不断总结，提炼合作伙伴盈利模式和
经营方式，并精耕渠道，根据渠道部署规划大力发展新经销商客户。不仅如此，公司持续引导和
优化现有经销商客户，为客户赋能，协助客户成长，持续加强客户与渠道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推
动营销全程的数字化管理和精准引流，提高综合成交率，整体提升店效、人效、品效，初步建立
新零售门店运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线上合作伙伴峰会，与合作伙伴协同发展，赋能成长；
完成零售微商城建设，搭建营销活动平台，举办消费者终端动销活动，探索线上直播模式。通过
线上线下的联动融合，在消费者运营端为门店协同赋能，提升零售效能。
在工程外墙涂料业务方面，竞争优势已突显，公司持续围绕“以用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
加快城市焕新、“六位一体”产品系统解决方案、精装美好生活体系集成的推广，坚持“聚焦十
强，精耕百强”，加强与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合作，促进新渠道品牌入围，提高地产公司涂料占比
份额。“城市焕新”工程服务品牌以建筑赞美生命，以科技引领创新，以色彩点晴城市，融合工
匠精神、城市情怀、色彩体系、公益营销进行城市焕新子品牌定位与升级，提升品牌美誉度，扩
大市场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开展 2020 年“城市焕新·既有建筑改造”云峰会，为旧改赋能，
焕新城市建筑，筑造美好生活；面对当下疫情的影响及复杂的经济环境，首次推出线上系列
合作伙伴赋能直播论坛，开展线上会议，吸引数十万人次参与，和客户建立亲密共生林合作伙伴
关系，共同提升产品力。一直以来，公司以绿色、健康、环保的产品和专业、高效的服务成为众
多百强地产的优选品牌，截至报告期末，国内 10 强地产中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有 9 家、项目合作
1 家，其他百强地产中公司产品占比稳步提升，发展势头良好。
（三）精耕平台、协同转型
公司布局涂装一体化和城市焕新重涂业务，打造 361°服务体系，持续推动公司由单一涂料
生产商向“涂料+服务咨询+施工服务”的综合服务商的转变，提供绿色建材一站式服务，满足城
市焕新、绿色校园、医院、工厂、地下空间系统等渠道多元化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三棵树装
饰利用创新产品和工艺，集结广大合作伙伴团队，构建工程涂装平台，整合涂装施工资源，扩展
服务外延，搭建精细化专业施工管理体系，形成工程涂装一体化竞争优势。同时，公司进一步优
化和提升“马上住”服务体系，以极致服务为核心，进行服务模式的全新升级，在服务组织运营、
产品布局、渠道构建、系统升级以及服务商服务团队上打造以用户为核心的服务闭环；逐步推进
用户会员管理和画像管理，推进精准营销和共享营销方式，为用户提供“比你更懂你的墙面场景
定制解决方案”，通过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增加交付价值，提升用户的消费体验。
受疫情影响，线上消费市场的占比不断提高，公司持续加大互联网线上营销投入，探索互联
网化转型，利用精准引流进行运营。深度布局线上线下全渠道一体化，结合线上推广、线上获客、
线上服务等方式满足新型年轻消费群体更高的购物体验及购买需求。首先，结合新型直播带货的
营销手段，以“三棵树直播抢工厂”活动开启了国内涂料行业线上直播先河并取得阶段性成绩，
活动在线人数达到三百多万人次；其次，扩大消费者媒介营销触点，加大线上广告投放力度，在
百度、今日头条、抖音、大众点评等主流媒介平台持续深耕，触达精准家装客群。
（四）精益生产、快速交付
公司以大数据管理平台为信息支撑，加快绿色供应链布局，构建“多、快、好、省”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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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系统，实现快速交付，提升精益生产水平。公司通过在全国生产基地及合理的基辅材工厂
布局，逐步构建多厂多仓全品类供应链网络，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订单全流程可视化查询
系统，通过客户端实现订单全流程可视化；生产制造方面，利用自动化技术，搭建信息化、智能
化、可视化供应链管理平台，实现快速、有效、个性化的产品供应。同时，公司重视绿色生态系
统的打造，目前莆田三棵树工厂、四川三棵树工厂获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报告期内，三棵树安
徽生态工业园项目持续完善升级，已通过 ISO 体系认证，并实现全智能化管理，引进全球顶尖自
动化生产线和清洁生产系统，打造智能制造与绿色生产标杆园区；河北博野三棵树智能化工厂基
建全面推进，车间已建造完成；福建秀屿三棵树智能化园区全面启动规划。至此，三棵树全国布
局日益完善，为快速交付增添保障。
（五）品牌拓展 公益创新
公司品牌通过事件营销、跨界合作的上下联动打造新零售矩阵，让品牌在线上新媒体及线下
活动中进行更广、更深地传播，品牌曝光率成绩显著。
在公益与慈善方面，公司依托三棵树公益基金会，秉承着“敬天爱人”CSR 精神，以一颗社
会责任之心积极面对疫情，第一时间向一线捐资捐物达 1,000 多万元，与全国人民共克时艰。在
后疫情时代，公司依然没有停下公益的脚步，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报告期内，公司携手知行
计划发起首届三棵树“美丽中国·青春行动”大学生环保创意大赛，鼓励和支持全国的大学生提
出环保产品创意设计方案，共同关注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通过“绿色课堂”校园捐助计划支持
央视《人生第一次》公益片、参与蚂蚁森林第一届“互联网植树节”打造“317 三棵树专属公益
日”、捐赠健康涂料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百美村宿”项目、成为“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中的
官方绿色低碳倡导企业，支持并参与线上公益挑战等活动，号召更多的三棵树员工、高校学生、
社会公众一起参与三棵树公益活动，建立一个开放式共享共赢的公益平台。
在品牌拓展方面，公司紧紧围绕“价值”、“协同”、“成长”三大主题，通过一系列高端
化、公益化、创新化、年轻化的品牌营销举措，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品牌知名度和美誉。4 月，三
棵树发布“城市焕新”旧改故事系列视频，从“民生”、“印象”、“传承”三个角度展现三棵
树近几年为城市焕新做出的贡献；6 月，三棵树联手 ELLEDECO 家居廊在“设计上海@新天地设计
节”带来快闪空间“城市野餐”；7 月，三棵树举行一系列活动，开展“森活设计力量系列直播”，
举办“三棵树‘健康+’室内设计新星大赛”，与设计师群体深入交流，亮相“第 22 届中国（广
州）建博会”，向参展者展示健康、色彩、品味、服务一体的美好生活解决方案，跨界联合时尚
品牌安娜苏开展“带安娜苏的艺想空间回家”IP 整合营销，致力品牌年轻化、高端化。
（六）智能建设、信息支撑
公司持续完善信息化建设，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不断提升协同平台、马上住 APP、
美筑美涂 APP 和管理驾驶舱等应用的水平，持续开展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平台建设，不断优化数
字化供应链平台，提升供应链柔性智能制造能力，加强供应链各系统的应用和集成，深化客户管
理系统，以用户为中心，不断提升业务的数据化和智能化水平。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打造数字化
在线工作平台，实现了 24 小时业务在线、组织在线和沟通在线，支持疫情期间公司业务的正常开
展；马上住 APP 全链路系统升级，精准引流平台的完善和全链路营运监控机制的形成，助力公司
向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型。
2020 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价值”、“协同”、“成长”三大主题，持续完善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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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建立可持续的零售营销新模式；持续推进安徽三棵树项目、河北三棵树、秀屿三棵树的生
产基地建设，支持子公司大禹防漏的生产与建设，完善“六位一体”供应能力，促进供应链布局
升级；继续推行“三新”产品理念，推动产品研发创新，聚焦高新材料领域进行前瞻性、创新性、
基础性等方面的研究；依托公司社会责任管理平台，持续推进扶贫、环保、教育等系列公益活动，
加强品牌管理和用户研究、品牌创新拓展，深化绿色公益创新品牌；深化共创共享自驱型机制，
为员工、为用户、为公司、为社会创造价值更大化。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
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 第 五 届 董 事 会 第五
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 次会议
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在编制 2020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
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
理。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影响

详见第十节五、44、
（3）
“2020 年起首次执行
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
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
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
况”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