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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1年 4月 7-8日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会议） 

时间 地点 参与单位或人员名称 
本公司参

与人员 

2021 年 4 月 7 日 

 20:00-21:00 
电话会议 

中信证券、Bambu Black、Yulan Capital Management、

鼎萨投资、沣沛投资、凯读投资、乐正资本、成泉资

本、诚旸投资、淳厚基金、大成基金、旦恩资本、高

毅资产、工银理财、国信自营、河清资本、弘毅投资、

宏道投资、华安基金、华宝基金、嘉实基金、金建投

资、景林资产、景顺长城、凯丰投资、诺安基金、磐

厚动量、鹏华基金、平安基金、高毅资产、考铂投资、

深圳金华阳、睿泽资本、中欧瑞博、太平养老保险、

泰康资产、同犇投资、兴全基金、易同投资、易鑫安

资管、友邦保险、煜德投资、源乘投资、长江养老、

中加基金、中金基金、中欧基金、中信保诚基金、中

信证券自营、重阳投资 

董 事 长 王 强

翔、董事会秘

书姜世毅、证

券事务代表张

健 

2021 年 4 月 8 日 

 14:00-15:30 
现场会议 

中信证券、华泰证券、天风证券、国盛证券、兴证资

管、重阳投资、中欧基金 

董 事 长 王 强

翔、董事会秘

书姜世毅、证

券事务代表张

健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 

一、首先回顾 2020 年经营情况，讲解 2021 年经营计划，然后回答机构投

资者和研究员提出的 2020 年报相关问题。 

二、投资者主要关注问题及回复: 

1、行业是否存在周期性和波动性？2020 年疫情对行业的明显拉动，行业高

景气是不是疫情催生出来的需求？疫情好转后的情况如何？ 

答：行业目前没有明显的周期性，因为人造草坪渗透率低，应用场景在增加，

行业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属于相对新兴的行业，不像已经成熟的行业会呈现比较

明显的周期性。 



2020 年，行业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休闲草市场快速增长。我们利用公司的综合

竞争优势很好的抓住了行业发展的机会，去年底和今年一季度我们同业务部门反

复讨论市场增长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主要是休闲草渗透率提高和应用场景的增

加。目前人造草坪渗透率还很低，我们认为行业未来比较长的时间会保持较快的

增长。一方面 2020 年疫情促进了居家消费的休闲草增长，让更多的人了解人造

草坪产品，但是人造草坪的渗透率依然很低。另一方面以前休闲草在整个草坪行

业的占比比较低，但是随着休闲草的快速增长并且占比不断提升，对行业整体增

长影响就比较大。我们判断不会因为疫情结束而改变行业增长的趋势。所以我们

积极规划新的生产基地，以更好地满足未来的市场需求。 

2、公司成本转嫁的能力？2021 年汇率波动，原材料价格上涨，业绩是否有

压力？ 

答：汇率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利润存在一定的影响。我们给客户的报价

分年度报价、按季报价和接单报价 3 种，海外市场年度报价的占比在 50%左右，

年度报价的客户除非原材料价格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我们的价格才会调整，最

近 10 年好像才发生 1 次。按单报价和按季报价的客户我们会根据汇率和原材料

价格情况即时报价，但是就是这样也不能覆盖汇率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利润的影

响。因为从报价到签单再到出货再到收款大概需要 5、6 个月的时间，如果现在

报价时汇率是 6.5，6 个月以后收到货款时变成 6.2 或者 6.8 都有可能，那么你的

利润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要准确算出原材料价格和汇率波动对利润的影

响比较难。根据这几年的经营体会，感觉正常对年度利润的影响的幅度大部分在

上下 10%的区间。 

原材料价格和汇率波动对利润的影响几个月可能比较大，全年影响会降低，

因为几个月可能会单向波动，全年往往会双向波动。长期来看几乎就没有影响，

因为原材料价格和汇率波动就像海上的波浪，有起就有落。比如去年上半年汇率

对我们的利润有正面影响，下半年就是负面影响，全年影响就小了点。所以想长

期持有我们股票做价值投资的股东，不需要太关注原材料价格和汇率的波动。 

  

3、经销商采购人造草坪看重的因素？面对分散的市场时公司资源的投入？ 

答：客户看中的因素首先是产品、能不能更好地满足需求、质量是否稳定、



服务情况（交期、沟通顺畅程度、品牌优势等）；其次是价格。不同市场不同客

户不一样，对价格敏感的市场会更看重价格，看重品质的客户会关注产品和质量

稳定性，产品差异化等。 

我们资源投入希望能够全方位覆盖，产品开发理念是“向上引领、向下辐射”。

（1）向上引领：通过产品开发，解决客户已有需求的痛点和草坪新的应用领域

新需求，通过研发部门、产品部门、业务部门、制造系统共同把理念落地，明确

目标，引领行业发展；（2）向下辐射：把中低端产品做得更有竞争力，通过规

模、精细化管理、技术等方面，降低成本，形成优势。我们既要做差异化的引领，

也会进行同质化的竞争。 

 

4、从长期来看公司利润率变化趋势？在行业中的长期竞争优势，怎么构建

竞争优势？如何保持对竞争对手的领先幅度？ 

答：我们认为公司的利润率至少 3-5 年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

和汇率波动可能会对某一年的利润率产生一定的影响，长期来看影响较小。 

共创草坪的竞争优势是综合的优势，打造各个关键点的比较优势。（1）品

牌：在全球运动领域有很多专业认证，铺设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场地；（2）渠道：

多年发展积累了很多优质客户，关系稳定，同时每年都在不断发展新客户；（3）

产品：新品开发速度，满足客户需求程度，质量的稳定性等；（4）产能：2020

年底是 6,900 万平米的生产能力，二期项目达产后拥有 9,500 万平米的生产能力，

同时新的生产基地也在规划中；（5）技术：技术研发团队能力强，在新产品开

发、成本下降和质量保证等多个方面均具有优势；（6）管理：我们的管理团队

是最了解行业、最有比较优势的。 

目前行业存在较好的机遇，要保持持续领先，需要一直做更好的自己。公司

在很多领域领先国内竞争对手，但相比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对手仍然还有一些地方

需要提升。我们会继续专注主业，深耕主业，把主业做的更专、更精、更强。 

 

5、2020 年所得税率下降，主要因为越南工厂有免税条款，越南免税能持续

多久？越南一期项目投产达产情况？ 

答：公司在越南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从开始盈利年度起 2 年内免除企业所

得税，之后 4 年减半按 10%征收企业所得税，越南一期项目和二期项目是分开核



算的，其中一期项目从 2020 年开始盈利。越南一期项目于 2019 年一季度投产，

2020 年 6 月前后达满产状态。 

 

6、年报披露越南二期达产后拥有产能 9,500 万平方米，与招股书披露的 8,000

万的差异原因？后续还会有增加的空间吗？如果国内竞争对手跟随公司到越南

建厂，会不会有压力？ 

答：2020 年订单快速增长，我们通过设备技改和精细化管理等方法提高生产

效率，使得产能有所提升，且 2020 年产能的提升已得到验证。未来，通过持续

的技术改造和提高管理水平，产能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中国企业去海外建厂要考虑的因素：（1）海外有关税差异的市场业务量多

大；（2）现在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多高；（3）资金是否能够支撑；（4）是否有

能在海外建厂运营的团队；（5）中国已经有两家同行在海外建厂，而且起步较

早、规模较大。并不是每个企业到海外建厂都很顺利，我们 2017 年去越南考察，

2018 年建工厂，2019 年投产，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新地方、新工厂、新

设备、新员工以及语言文化差异等，给管理带来很大挑战。我们判断国内草坪行

业短期内能够在海外建厂的企业非常少。另外、越南建厂只是我们竞争优势的一

个方面，绝对不是全部。我们还有品牌、技术、渠道和团队等更难在短期内构建

的竞争优势。 

 

7、2020 年的销售费用率剔除适用新的会计准则，把运输及港杂费和业务费

计入营业成本的因素还是比 2019 年是下降的，为什么在业务扩张时会下降？国

际业务运输方式是陆运还是海运？海运成本持续上升，对业绩的影响？2020 年底

集装箱周转困难的问题目前解决了吗？ 

答：疫情期间海外出差和展会活动基本全部取消，导致销售费用下降。未来

销售费用率波动不会太大。今年来看，国外还是去不了，国内广交会也变成线上

形式。 

公司的国际业务运输方式以海运为主。海运成本持续上升对业绩基本没有影

响。我们的报价 90%左右是 FOB 方式，就是 CIF 方式，我们也是在出厂价格的

基础上加上海运费给客户报价。所以海运费价格的波动全部是由客户承担。今年

一季度仍然还存在集装箱紧张的问题，但有明显好转的趋势，我们认为二季度如



果海外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港口集装箱流转会恢复正常。 

 

8、休闲草的终端市场情况？休闲草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是企业引导经销商

推广，还是消费者发现自己需要自己的需求？售后服务情况？ 

答：终端市场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但家庭消费占比较高。比如美国市场主要

是庭院用人造草坪，因为基本无需维护，总成本较低，且仿真程度越来越高；日

本市场主要用在室内阳台等。 

新的应用场景对产品的需求有差异，新品推出，下游客户推出和公司主动推

新都有。我们会在产品上主动开发新的特性，也会根据市场需求开发相应的产品。 

以前我们只提供人造草坪产品，以后会扩充售后服务的内涵，为客户提供全

生命周期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全方位的提供服务。实现从只提供产品到提供一个

系统的转变。我们认为，产品只是系统的组成部分，优秀的系统能使得产品有更

好的性能和效果。以铺装为例，我们计划在全国培训一定数量的项目经理，合格

之后发放金牌项目经理证书，为需要的客户提供铺装服务。另一方面是维护问题，

铺装完成之后，场地 1-2 年需要维护一次，让使用时间更长。还有当草坪寿命到

期，需要场地替换，我们会考虑如何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从而进行纵向一体

化的探索。 

 

9、2020 年销量增长 26.13%左右，收入增长 19.10%，是否意味单位售价下

降，是不是因为原材料价格变化？ 

答：销量增长高于收入增长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1）收入不完全是草坪，

还有草丝和其他的收入；（2）2020 年原材料价格下降，即期报价客户的售价会

有所下降。（3）每年产品结构会变化，运动草一般比休闲草均价更高，休闲草

也会有中高低端区别，结构变化导致平均售价不同；（4）竞争加剧之后，会导

致同样的产品成本下降、价格下降。根据公司过去的经验，收入增速一般会比面

积增速稍微小一点。 

 

10、公司拥有强大的团队，也是重要的壁垒，除了在股权和薪酬上绑定外，

还有什么途径？ 

答：有人就有一切，如果人不行，已有的一切也会没有，因此我们始终把团



队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团队建设和激励机制建设。我们认为共创共享共赢的企

业文化等是公司一直保持领先的原因之一。公司管理团队比较稳定，其原因除了

通过实施股权激励和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外，还有草坪行业景气度较高，企业经

营持续向好，让每个员工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前景，愿意与公司共同成长。此外，

我们很早就建立了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每年末都会组织对各职级的员工

进行人才盘点，通过人才盘点识别出业绩项和素质项都具备高潜质的员工，并为

这些员工分别从管理序列或技术序列提供不同的晋升通道，让每一位员工获得更

多的发展机会，能够创造最大的价值。 

2004 年开始，公司就强调抛弃家族企业观念，用现代规范化制度去治理和管

理企业。公司部门经理以上没有家族的人。用人，明确责任和权力，希望每一个

高管都独挡一面。薪酬只是一个重要因素，也不是全部因素，但公司的薪酬在行

业内也非常有竞争力。2021 年公司会继续大力加强团队建设，招聘一些优秀的大

学生，希望他们 5 年能够成为各自系统的骨干，下一个 5 年可以成为部门经理，

少量特别优秀的大学生最终能够发展成为公司高管，为未来发展储备需要的人才

梯队，在行业内继续保持人才优势。 

 

11、公司的创业历史？企业已经上市，同行企业也有上市准备，上市后也会

扩大产能，是否会导致竞争加剧？ 

答：我们进入草坪行业之前，主要从事教具用品生产销售业务，2001 年前后

感觉教学用具的未来发展空间有限，开始考虑转型。基于对教育系统的了解，当

时学校操场大部分用的都是进口人造草坪产品，价格特别昂贵，如果我们将人造

草坪国产化，成本应当会有明显优势，并且市场前景也非常乐观，于是在 2002

年以后进入人造草坪行业。我们先从国内运动草开始，2005 年做到国内第一后开

始拓展海外市场，2011 年销售面积位居全球首位，并且连续 9 年保持全球第一的

市场地位。 

人造草坪行业已经有 60 年历史，中国目前有 300 多个草坪厂家，行业竞争

一直比较激烈。不会因为有企业上市就使得行业竞争程度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

因为产能不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关键是看企业的品牌、渠道、产品、技术

和管理等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