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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1-066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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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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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雨虹  股票代码 00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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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蓓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小区 4 号

楼 
 

电话 010-85762629  

电子信箱 stocks@yuho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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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公司致力于新型建筑防水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防水工程施工业务领域，目前已形

成以主营防水业务为核心，民用建材、节能保温、非织造布、特种砂浆、建筑涂料、建筑修

缮、建筑粉料等多元业务为延伸的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 

公司已将优质的产品及专业的系统服务广泛应用于房屋建筑、高速铁路、地铁及城市轨

道、高速公路和城市道桥、机场和水利设施、综合管廊等众多领域，包括毛主席纪念堂、人

民大会堂、国家会议中心、鸟巢、水立方、中国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中国标志性建筑和

港珠澳大桥、京张铁路、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北京地铁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公

司始终以“为国家、为社会、为客户、为员工、为股东”为宗旨，以“产业报国、服务利民”

为指导思想，以“为人类为社会创造持久安全的环境”为使命，在深耕建筑防水行业的同时，

还涉及民用建材、节能保温、非织造布、特种砂浆、建筑装饰涂料、建筑修缮、建筑粉料等

多领域，旗下设有东方雨虹（工程业务）、风行（防水）、雨虹防水（民用建材）、洛迪1813

（硅藻泥）、卧牛山节能（节能保温）、孚达科技（节能保温）、越大（节能保温）、炀和

（节能保温）、天鼎丰（非织造布）、华砂（特种砂浆）、德爱威（建筑涂料）、东方雨虹

建筑修缮（建筑修缮）、壁安（建筑粉料）等品牌和业务板块。 

公司根据产品的用途和使用群体的不同，建立了直销模式与渠道模式相结合的多层次的

市场营销渠道网络进行产品销售及提供系统服务。直销模式为公司直接对产品最终使用客户

进行开发、实现销售及服务，公司先后与多家大型房地产公司、企业集团签订了战略性合作

协议或长期供货协议，同时，在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及地下工程、民生工程等专业细

分市场通过与客户直接接触增强了信任，在材料供应及系统服务方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伙伴关系，直销模式对提升公司行业知名度，保持公司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

渠道模式为公司通过经销商等渠道合作伙伴对产品最终使用客户进行开发、实现销售及服务，

渠道模式分为工程渠道和零售渠道，公司已经签约多家经销商，建立了布局合理、风险可控、

经济高效、富有活力的经销商网络系统，通过不断加强经销商的系统培训和服务工作，使经

销商网络逐步发展成为公司拓展全国市场的重要销售渠道之一。目前，公司已形成了直销模

式与工程渠道经销商模式相结合的多维度工程市场营销网络，以及以零售渠道经销商模式为

核心的民用建材市场营销网络。直销及工程渠道以北方区、华东区、华南区三大片区下辖的

各省区一体化经营公司为载体，通过实施一体化管理深度融合，各区域一体化公司负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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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本地工程市场的销售及服务，通过聚焦本地市场、属地专营，充分整合当地客户及市

场渠道资源、加强所属区域市场覆盖，各销售渠道及业务条线协同作战，以提升市场占有率，

同时积极利用依托于防水主业多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及销售渠道的协同性，发展建筑涂料、砂

浆粉料、保温节能等业务，打造化学建材类平台型公司；零售渠道经销商，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东方雨虹民用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管理，通过建立家装公司、建材超市、建材市场经销

商及电商多位一体的复合营销网络服务于普通大众消费者家庭装修市场。 

（二）行业的基本情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属于建筑材料行业之细分领域——防水建筑材料行业。防水建筑材料是现代建筑必

不可少的功能性建筑材料，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发展，防水建筑材料应用领域广泛、行业空

间较大、景气度较高。  

目前，国内建筑防水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较为分散、竞争不够规范，“大行业、小企

业”依旧是行业发展标签。防水生产企业众多，除少部分企业整体水平较高外，大多数企业

规模小、技术水平及生产工艺落后，市场充斥假冒伪劣、非标产品，落后产能过剩，行业竞

争不规范，行业环保问题突出。近年来，随着质量监督、打假质检、环保督查、安全生产、

绿色节能等监管及产业政策对防水行业的逐渐规范，以及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下游客户对防

水产品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大型防水企业的竞争力逐步增强，防水制造行业市场集中度呈现

逐年上升趋势，并逐步向龙头企业聚拢。 

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建筑和民用、商用建筑等提供高品质、

完备的建筑建材系统解决方案，致力于解决防水工程质量参差不齐、建筑渗漏率居高不下以

及随之带来的建筑安全隐患这一行业顽疾。二十余年来在建材行业的深刻沉淀，公司完成了

企业的转型升级，在研发实力、工艺装备、应用技术、销售模式、专业的系统服务能力、品

牌影响力等方面均居同行业前列，成为中国具有竞争性和成长性的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地位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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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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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1,730,373,038.52 18,154,344,171.40 19.70% 14,045,708,25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8,870,065.01 2,065,944,687.98 64.03% 1,508,221,28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91,374,862.33 1,877,957,843.33 64.61% 1,323,057,09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1,695,455.50 1,588,960,346.58 148.70% 1,013,946,629.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10 0.930 62.37% 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60 0.910 60.44%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7% 21.99% 5.38% 20.3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7,846,648,780.80 22,415,660,188.56 24.23% 19,651,708,38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614,377,078.75 9,740,003,225.27 50.04% 7,900,749,9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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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5,220,177.90 6,317,848,524.95 6,194,479,919.41 6,752,824,41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054,901.80 958,793,280.58 1,033,483,699.40 1,258,538,18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580,139.48 924,092,148.22 995,854,311.51 1,228,399,480.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2,541,321.07 1,733,212,284.28 -549,076,054.07 4,860,100,5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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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9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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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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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卫国 境内自然人 25.10% 589,652,837 473,739,627 质押 247,485,078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24% 310,955,213 0   

许利民 境内自然人 3.93% 92,269,250 90,486,937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睿

远成长价值混

其他 2.45% 57,585,349 0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9% 32,561,026 0   

向锦明 境内自然人 0.99% 23,169,323 21,426,992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新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7% 22,821,845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20,539,756 0   

挪威中央银行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85% 20,061,703 0   

UBS AG 境外法人 0.82% 19,352,65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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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亦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

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国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我国经济运

行逐季改善、逐步恢复常态，展现了强大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但同时，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报告期内，全体东方雨虹人全面践行“去伪存真、刚骨安身、上下同欲、自我革新”的

发展路线，以《东方雨虹基本法》为根基，秉持“产业报国、服务利民”的指导思想，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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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克时艰，积极投身抗击疫情工作中，鏖战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等20余个抗疫医

疗应急项目建设现场，真正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担当践行“为人类为社会创造持久安全的环

境”的使命，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与此同时，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秉承“坚韧图成、永创新高”的精神，抓住变局中的发展机遇，敢打硬仗、能打胜仗，

较好完成全年经营任务，取得了疫情防控和完成全年经营目标两大胜利，成绩来之不易、成

之惟艰。 

报告期内，公司恪守高质量稳健发展的战略定位，将风险管控放在首要位置，坚持稳健

经营、锐意创新及技术领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奉行长期主义、持续艰苦奋斗，以优质的

产品及专业的系统服务为基础，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专业化、完备的系统解决方案、构筑一

站式系统服务平台，持续打造成为卓越的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并致力于成为全球建筑建材

行业最有价值企业；报告期内，公司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深耕防水业务为核心延伸上

下游及相关产业链，形成建筑防水、民用建材、节能保温、建筑涂料、非织造布、建筑修缮、

特种砂浆、建筑粉料等业务板块合力的建筑建材系统服务体系，集聚发展优势、释放协同效

应，构筑公司更深、更宽的护城河；通过全面贯彻企业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以奋斗者为本，

通过集体奋斗、长期奋斗、艰苦奋斗，不断提升企业信仰与凝聚力。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业务市场和销售模式的创新与改进，持续推行渠道变革，完成

了省区一体化经营组织变革，经营管理职能进一步下沉，充分整合优势资源，提升人效，各

区域一体化公司将通过聚焦本地市场、属地专营，充分整合当地客户及市场渠道资源、加强

所属区域市场覆盖，直销及工程渠道深度融合、协同作战，充分发挥渠道+直销“1+1>2”的

优势，更好的服务于市场和客户，提升市场占有率；不断总结并推广工程渠道领域“合伙人

机制”的成功经验，依托品牌及资源优势，发展认同公司文化和发展理念的合伙人，通过完

善市场管理、信用管理，培育合伙人的业务拓展能力、技术能力及服务能力等方式加大对合

伙人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巩固与开拓优质房地产公司的战略合作，积极拓展及延展客户资源

的深度与广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新兴基建及工业仓储物流领域等非房地产领域的销

售和推广力度；积极利用依托于防水主业多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及销售渠道的协同性，发展建

筑涂料、砂浆粉料、保温节能等业务，打造化学建材平台型公司；升级市场管控手段，通过

加强内部销售管控和产品追溯手段，不断改善市场秩序；同时，为提升组织运营效率，报告

期，公司继续推行大部制、共享服务制、扁平化管理、流程优化等组织管理举措，持续优化

组织架构、优化流程、减少部门墙；继续全面推行标准化施工服务体系，通过专业化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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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培养并壮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化施工队伍；为进一步提

升公司国际化技术研发实力与创新能力，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提升产品、

应用技术及工艺装备等方面的优势，形成聚氨酯、沥青涂料、水性涂料、腻子等多个细分专

业技术团队，实现产品、配方的持续创新，同时，紧紧围绕生产过程自动化、车间数字化和

工厂智能化，实现了工艺装备持续创新。 

（二）公司经营情况 

1、宏观经济与行业指标。2020年，国内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大关，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年最终消

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个百分

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

运行的压舱石。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

长4.9%，四季度增长6.5%，在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二季度增速由负转正

并逐季向好，经济运行显现出持续恢复势头，展现出我国经济发展强大的韧性。 

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0.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4,516.1亿元，比上年增长4.1%，其中，制造业利润比上

年增长7.6%，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3.5个百分点，拉动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6.4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2.8%。此外，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518,907亿元，增长2.9%，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89,264亿元，增长1.0%，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9%。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41,443亿元，比上年增长7.0%。 

2020年，随着防水行业经济活动的持续复苏，行业发展整体呈现前低后高态势，防水材

料整体产量增速有所放缓，但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防水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符合预期，行业效益进一步改善。根据中国建筑防水协

会统计，2020年，建筑防水材料的产量预计为25.15亿平方米，预计同比增长率为3.6%。1-12

月份，723家规模以上防水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累计为1,087.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6%；

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总额达73.9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07%。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217.30亿元，比上年增长19.70%，利润总额41.55亿元，比上年增长60.32%，经营情况与行

业发展较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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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行业政策变动情况及对公司的具体影响。报告期，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针对防

水行业从“放管服”改革、产品及工程建设质量、企业复产复工、环境治理体系、绿色环保、

科技创新等方面加以规范。防水涂料及建筑防水卷材被列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全

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2020年版）》。工信部发布《2020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

工作计划》：将对沥青基防水卷材、岩棉等建材行业等重点用能企业开展强制性单位产品能

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专项监察。住建部发布《关于印发2020年工程建设规范标准编制及相关

工作计划的通知》，其中，与建筑防水行业相关的《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2012）、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2011）两项验收规范将被局部修订，前述政策将

促使防水企业的产品、施工及服务等向更高质量发展；国家及各省市相继出台金融、财政、

公共服务、就业等相关政策，为疫情期间防水企业有序复产复工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科技

部公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到2025年，布局建设若干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突破制约我国产业安全的关键技术瓶颈，培育壮大一批具有核心创新能

力的一流企业。科技部等四部门公布《关于持续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激发创新活力专项行

动的通知》：通过进一步减负，充分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提升创新绩效，更好发挥科技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前述政策将使防水企业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及研发投入；住建部发布《建

设工程企业资质标准框架（征求意见稿）》，拟大幅压减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其中，防水

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与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等合并为建筑装修装饰类专业承包

资质，不分等级，此举将为防水企业提供更大的业务空间，也将倒逼防水企业提高核心竞争

力；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将为龙

头防水企业做大做强防水市场提供政策支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绿色

产品认证机构资质条件及第一批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本次绿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划分为

包括防水密封材料等在内的共计12类，目前，国内建筑防水行业已经到达一个由量变到质变

的关键时期，绿色产品的生产和应用是落实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也必将助力

防水行业健康发展；生态环境部修订完成《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2020年

修订版）》：扩大绩效分级行业范围，完善相关指标和减排措施，开展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主要适用于以沥青或类似材料为主要原料制造防水材料的工业企业，此举通过环保手段对防

水行业实行“严管”，将促使防水企业不断重视环保工作，提升防水行业环保工作整体水平。 

针对国家及地方一系列与防水相关政策的制定及发布，公司认真组织学习，从政策研究、

产品研发、工艺改进、生产销售、标准化施工及施工工人培训、环保措施等全流程、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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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索并持续改进，充分发挥并扩大公司在品牌、产品研发、成本、多层次的市场营销网

络、产品品类、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将公司优质产品及专业服务应用于更多场景，

走进千家万户。 

3、市场竞争状况。公司属于建筑材料行业之细分领域——防水建筑材料行业。防水建筑

材料是现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功能性建筑材料，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发展，防水建筑材料应用

领域广泛、行业空间较大、景气度较高。 

目前，国内建筑防水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较为分散、竞争不够规范，“大行业、小企

业”依旧是行业发展标签。防水生产企业众多，除少部分企业整体水平较高外，大多数企业

规模小、技术水平及生产工艺落后，市场充斥假冒伪劣、非标产品，落后产能过剩，行业竞

争不规范，行业环保问题突出。近年来，随着质量监督、打假质检、环保督查、安全生产、

绿色节能等监管及产业政策对防水行业的逐渐规范，以及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下游客户对防

水产品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大型防水企业的竞争力逐步增强，防水制造行业市场集中度呈现

逐年上升趋势，并逐步向龙头企业聚拢。 

公司在研发实力、工艺装备、应用技术、销售模式、专业的系统服务能力、品牌影响力

等方面均居同行业前列，行业地位突出。 

4、行业的周期性、季节性和区域性。（1）周期性。防水建筑材料行业是建筑材料领域

中的基础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2）季节性。防水建筑材料行业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在我国北方，一般每年一季度由于天气寒冷等原因，是建筑防水材料销售和工程施工的淡季；

而在我国南方，建筑防水材料的季节性主要表现为在雨季施工量减少。（3）区域性。防水建

筑材料的经济运输半径约为500公里，因此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行业内企业普遍规模较小，

较多企业局限于生产所在地区域从事防水材料的销售，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区域性特征。故

此行业内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市场占有率，就更需要在全国布局生产基地，积极开展跨区域

业务。 

公司在华北、华东、东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等地区均已建立生产物流研发基地，

产能分布广泛合理，确保公司产品以较低的仓储、物流成本辐射全国市场，实现全国范围内

协同生产发货，在满足客户多元化产品的需求和全国性的供货要求方面具备了其他竞争对手

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5、主要产品原材料及其供应情况。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包括沥青、聚醚、聚酯胎

基、扩链剂、乳液、MDI和SBS改性剂等，供应充足稳定。其中，沥青为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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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以沥青为代表的部分原材料价格有所下降，导致公司整体毛利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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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卷材 
11,233,150,470.4

9 
4,397,895,407.99 39.15% 12.56% 17.94% 1.79% 

防水涂料 6,013,805,058.74 2,477,125,924.68 41.19% 23.35% 23.36% 0.01% 

防水施工 3,303,727,678.75 940,918,927.83 28.48% 40.70% 44.37%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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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本集团经第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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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集团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

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集团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

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集团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

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

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

同资产、预收款项等。  

本集团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

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集团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

债列示。 

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集团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

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将与提供防水工程施工服务相关不满足无

条件收款权的已完工未结算计入合同资

产；将与提供防水工程施工服务相关的已

结算未完工、销售卷材、涂料等商品预收

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将与销售卷材、

涂料等商品、提供防水工程施工服务相关

的质保金计入合同资产；将待执行亏损合

同损失计入预计负债及营业成本 

应收账款 -134,002,787.46 

合同资产 897,529,672.45 

存货 -789,674,139.43 

递延所得税资产 6,195,292.41 

合同负债 1,352,612,834.95 

预收款项 -1,513,867,627.95 

其他流动负债 161,254,793.00 

未分配利润 -33,567,549.05 

预计负债 13,615,5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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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金额2020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91,040,999.75 

合同资产 1,903,218,399.07 

存货 -1,889,651,738.8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739,433.85 

合同负债 2,077,737,096.59 

预收款项 -2,278,095,565.51 

其他流动负债 200,358,4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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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16,899,970.10 

未分配利润 -82,634,875.73 

续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度 

营业成本 649,889,677.26 

销售费用 -646,605,294.18 

信用减值损失 -54,611,468.12 

资产减值损失 -3,284,383.08 

所得税费用 -5,544,141.44 

净利润 -49,067,326.6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67,326.68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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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第13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

试”的方法。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

联营企业等。 

解释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本集团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

处理。 

采用解释第13号未对本集团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③财政部于2020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

知》（财会[2020]10号），可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会计处理规定选择采用简

化方法。 

本集团对于自2020年1月1日起发生的租赁相关租金的减让，采用了该会计处理规定中的

简化方法（参见附注三、29、（3））。在减免期间或在达成减让协议等解除并放弃相关权利

义务时，将相关租金减让计入损益。上述简化方法对本期利润的影响金额为532,549.48元。 

本集团对2020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租金减让不适用上述简化处理方法。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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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应收账款 5,636,056,135.06 5,502,053,347.60 -134,002,787.46 

存货 2,016,452,159.26 1,226,778,019.83 -789,674,139.43 

合同资产 - 897,529,672.45 897,529,672.4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6,364,031.92 272,559,324.33 6,195,292.41 

预收款项 1,513,867,627.95 - -1,513,867,627.95 

合同负债 - 1,352,612,834.95 1,352,612,834.95 

其他流动负债 - 161,254,793.00 161,254,793.00 

预计负债 - 13,615,587.02 13,615,587.02 

未分配利润 6,724,405,683.30 6,690,838,134.25 -33,567,549.05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应收账款 2,599,230,817.44 2,599,193,052.62 -37,764.82 

合同资产 - 37,764.82 37,764.82 

预收款项 548,146,605.78 - -548,146,605.78 

合同负债 - 485,085,491.84 485,085,491.84 

其他流动负债 - 63,061,113.94 63,061,1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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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本公司新设湛江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东方雨虹防腐技术有限公司、

孚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芜湖东方雨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海南东方雨虹建筑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广东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虹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南通金丝楠膜材料有

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江西东方雨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辽宁东方雨虹建筑

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东方雨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期末已纳入合并范围。 

本期本公司注销常州东方雨虹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泸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浙江虹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海安虹德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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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海安海润置业有限公司7家子公司，期末已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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