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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报告
（企业对标分析报告）

投融通演⽰：

根据贵公司提交的财务报表（报告）以及选择的对标企业（上市公

司），“eEx投融通”智能诊断系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按照“10

个维度”、“60个左右⼦项”以及“1300个左右的指标”进⾏对标诊

断（分析），形成了本诊断报告。

本报告由“eEx投融通”智能诊断系统⾃动⽣成。本报告所涉及贵

公司财务数据和软性指标由贵公司提供，eEx投融通”智能诊断系统对

此不承担真实性和可靠性审查责任。

本报告的诊断（分析）结果及其相关意⻅与贵公司提交的财务报表

或相关数据完整度和准确性以及选择的对标企业有重要影响。请本报告

使⽤者知悉。



维度 综合评价与⻛险提⽰

规模对⽐

综合评价

市值规模：投融通演⽰近两年暂未获得可靠估值。2021年04⽉30⽇
其市值规模位于⾏业前-100%。
资产规模：2020年12⽉31⽇投融通演⽰总资产4.81亿元，位于⾏业
前100%，远低于⾏业平均⽔平（75.57亿元），远低于南玻A
（178.83亿元）。
业绩规模：2020年投融通演⽰营业总收⼊4.81亿元，位于⾏业前
100%，远低于⾏业平均⽔平（45.25亿元），远低于南玻A（106.71
亿元）。净利润617.17万元，位于⾏业前80%，远低于⾏业平均⽔平
（1.69亿元），远低于南玻A（8.12亿元）。

⻛险提⽰
投融通演⽰资产规模与南玻A差距明显。
投融通演⽰收⼊规模与南玻A差距明显。投融通演⽰利润规模与南玻A
差距明显。

业绩成⻓

综合评价

2020年投融通演⽰净利润增速-52.25%，位于⾏业前44%，远⾼于⾏
业平均⽔平（-24.41），远低于南玻A（44.88%）。
2020年投融通演⽰营业收⼊增速-23.15%，位于⾏业前30%，远低于
⾏业平均⽔平（-2.32%），南玻A营业收⼊实现扭亏。
2020年投融通演⽰核⼼利润增速21.85%，位于⾏业前33%，远低于
南玻A（63.41%）。投融通演⽰产品盈利降低，通过控费经营活动的
盈利增⻓，增⻓质量存疑。

⻛险提⽰

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快速下滑。投融通演⽰净利润增速与南玻A有明显
差距。
营业收⼊较去年同期快速下滑。投融通演⽰营业收⼊增速与南玻A有
明显差距。投融通演⽰表现出⼤客⼾依赖的⻛险。
⽑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投融通演⽰⽑利润增速与南玻A有明显
差距。
经营活动盈利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投融通演⽰经营活动盈利增速与
南玻A有明显差距。通过控费经营活动的盈利增⻓，增⻓质量存疑。
所得税、资产及信⽤减值、投资活动产⽣的投资收益出现亏损，对利
润产⽣了⼀定负⾯影响。需要对亏损活动给予⼀定关注。

现⾦流健康

综合评价

从投融通演⽰2018年到本期的现⾦流结构来看，期初现⾦流⼊0.32亿
元，投资活动净流⼊流⼊0.26亿元，筹资活动净流出0.31亿元，其他
现⾦净流⼊0.00%，三年累计净流⼊0.27亿元，期末现⾦2.94亿元。
2020年核⼼利润获现率163.98%。投融通演⽰经营活动变现能⼒⾼于
南玻A。
对2021分红占归⺟净利润的98.56%。较2020利润分红率有所增加。
投融通演⽰利润分红率远⾼于南玻A。

⻛险提⽰ 经营活动变现能⼒较去年同期下滑。

资产配置
综合评价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总资产4.81亿元。从合并报表的资产结
构来看，资产的配置并未聚焦于经营活动。此外，货币资⾦占⽐较
⾼。
较2020年09⽉30⽇，资产规模基本稳定。在资产配置上表现出向货
币资⾦倾斜的趋势。

⻛险提⽰ 较2020年09⽉30⽇，资产规模基本稳定。在资产配置上表现出向货
币资⾦倾斜的趋势。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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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综合评价与⻛险提⽰

股东回报

综合评价

2020年投融通演⽰ROE1.65%，较2019年股东回报⽔平降低。投融
通演⽰ROE的下滑主要来源于总资产报酬率的下滑。
投融通演⽰ROE⾼于南玻A，其较低的ROE来源于较低的权益乘数和总
资产报酬率。

⻛险提⽰ 股东回报⽔平较去年同期下滑。投融通演⽰股东回报与南玻A有⼀定
差距。

经营活动

综合评价

2020年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报酬率15.52%。较2019年，经营资产报
酬率有所改善。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报酬率⾼于南玻A，主要是由于
其更⾼的经营资产周转率导致的。
2020年投融通演⽰核⼼利润率13.44%。较去年同期经营活动盈利能
⼒改善。投融通演⽰2020年较2019年核⼼利润的提⾼主要源于⽑利
率的提⾼。投融通演⽰核⼼利润率与南玻A基本持平。
2020年投融通演⽰经营资产周转率1.15次，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投
融通演⽰经营资产周转速度⾼于南玻A。

⻛险提⽰

销售费⽤降低0.12亿元的同时，⽑利润减少0.19亿元，公司的产品及
销售出现较⼤问题。与去年同期相⽐，管理费⽤率增加384.44%个百
分点投融通演⽰管理费⽤率⾼于南玻A。与去年同期相⽐，管理费⽤
中职⼯薪酬效率降低。
较去年同期，商业债权周转速度有所下滑。应收账款中超过80%账期
超过⼀年，应收账款质量存疑。

投资活动

综合评价

2020年投资活动资⾦流出3.73亿元。投资流出集中在其他投资，占⽐
90.31%。2018年到本期投资活动累计资⾦流出15.34亿元。近三年投
资流出集中在其他投资，占⽐92.35%。
2020年产能投⼊564.34万元，处置2.28万元，折旧摊销损耗0.11亿
元，新增净投⼊-499.06万元，与期初经营性资产规模相⽐，扩张性
资本⽀出⽐例-41.32%，产能有所收缩。与南玻A相⽐，投融通演⽰扩
张性资本⽀出⽐例较低。
⻓期股权投资0.64亿元，较2020年09⽉30⽇快速增⻓。其总资产占
⽐较2020年09⽉30⽇增加。投融通演⽰对⻓期股权投资的配置明显
⾼于南玻A。
投资⽀付的现⾦0.30亿元，收回投资收到的现⾦0.00元。

⻛险提⽰
⻓期股权投资总资产占⽐较⾼，且其收益率出现下滑。⻓期股权投资
发⽣减值损失。
理财等投资性资产亏损。

筹资活动
综合评价

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资⾦净流⼊0.68亿元，⽆资⾦缺⼝。2018年到本
期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累计资⾦缺⼝-0.58亿元。筹资活动现⾦流⼊
0.00元，其中股权流⼊0.00元，债权流⼊0.00元，债权净流出0.00
元。

⻛险提⽰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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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市值
（亿元）

市盈率
营业收⼊
（亿元）

收⼊
增速

净利润
（亿元）

ROE ⽑利率
核⼼
利润率

经营资产
周转率

核⼼利润
获现率

投融通演⽰ ⸺ ⸺ 1.64 -23.15% 0.06 1.65% 60.32% 8.83% 1.15 1.64

旗滨集团
601636.SH 465.52 13 96.44 3.64% 18.24 20.61% 37.28% 23.33% 0.77 1.32

南玻A
000012.SZ

231.26 18 106.71 1.90% 8.12 7.91% 30.24% 16.86% 0.69 1.44

⾦晶科技
600586.SH 150.16 14 48.84 -7.22% 3.51 7.83% 20.21% 10.39% 0.64 1.28

玻璃制造 119.66 50 45.25 -2.32% 1.69 -1.03% 24.15% 7.54% 0.69 1.50

海南发展
002163.SZ 106.87 72 44.21 -6.01% 1.70 20.22% 15.85% 5.42% 1.08 1.27

洛阳玻璃
600876.SH 97.74 25 30.46 64.20% 3.91 22.38% 31.00% 18.88% 0.60 0.59

耀⽪玻璃
600819.SH 47.09 20 40.85 -9.45% 1.66 5.33% 21.78% 4.32% 0.67 2.33

三峡新材
600293.SH 41.19 -3 25.78 -18.98% -20.70 -71.47% 14.25% 3.63% 0.55 2.30

⾦刚玻璃
300093.SZ 40.74 -39 3.29 -46.26% -1.31 -22.97% 27.26% -15.09% 0.34 ⸺

北玻股份
002613.SZ 32.71 -11683 10.65 -2.68% 0.10 0.90% 19.49% 0.08% 0.90 1.45

关键指标A股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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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规模对⽐

本章选取市值规模、资产规模、经营结果等维度指标，对公司及其对标的
规模进⾏对⽐，以便对公司⾃⾝在⾏业中所处位置有初步的了解

市值表现
资产规模
经营结果



投融通演⽰近两年暂未获得可靠估值。
南玻A2021年04⽉30⽇市值207.25亿元，较2019
年04⽉30⽇增幅达81.00%，两年间南玻A市值最
⾼达208.17亿元，平均值为127.17亿元。

2021年04⽉30⽇，⾏业中市值最⼤的是旗滨集
团，市值412.60亿元，市值最⼩的是三峡新材，
市值29.35亿元，⾏业平均市值119.66亿元。
以投融通演⽰最近⼀次可靠估值来看，其市值规
模位于⾏业前-100%。

从投融通演⽰所属玻璃制造的地域分布来看，上
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其中⼴东上市公司
最多，共300.00%家。

投融通演⽰近两年暂未获得可靠估值。

1.1�市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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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投融通演⽰与南玻A市值对⽐（亿元）

图1.1-2�玻璃制造上市公司市值分布图（家）

图1.1-3�玻璃制造上市公司地域分布图



从2020年12⽉31⽇净资产规模来看，投融通演⽰
净资产3.73亿元，位于⾏业后10%，远低于⾏业
平均⽔平（39.91亿元），远低于南玻A（106.16
亿元）。
玻璃制造⾏业中，净资产最⼤为106.16亿元（南
玻A），净资产最⼩为5.07亿元（⾦刚玻璃）。

从2020年12⽉31⽇总资产规模来看，投融通演⽰
总资产4.81亿元，位于⾏业后10%，远低于⾏业
平均⽔平（75.57亿元），远低于南玻A（178.83
亿元）。
玻璃制造⾏业中，总资产最⼤为178.83亿元（南
玻A），总资产最⼩为9.90亿元（⾦刚玻璃）。

投融通演⽰净资产3.73亿元，远低于南玻A，位于⾏业后10%，在⾏业中净资产规模极⼩。
投融通演⽰总资产4.81亿元，远低于南玻A，位于⾏业后10%，在⾏业中总资产规模极⼩。

1.2�资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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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玻璃制造A股净资产排名（亿元）

排名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净资产
1 000012.SZ 南玻A 106.16

2 601636.SH 旗滨集团 95.37

3 600586.SH ⾦晶科技 44.39

4 600819.SH 耀⽪玻璃 43.75

5 ⸻ 玻璃制造 39.91

6 600293.SH 三峡新材 20.11

7 600876.SH 洛阳玻璃 17.95

8 002613.SZ 北玻股份 15.98

9 002163.SZ 海南发展 10.40

10 300093.SZ ⾦刚玻璃 5.07

11 ⸻ 投融通演⽰ 3.73

图1.2-2�玻璃制造A股总资产排名（亿元）

排名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总资产
1 000012.SZ 南玻A 178.83

2 601636.SH 旗滨集团 143.26

3 600586.SH ⾦晶科技 96.19

4 ⸻ 玻璃制造 75.57

5 600819.SH 耀⽪玻璃 69.76

6 002163.SZ 海南发展 58.21

7 600876.SH 洛阳玻璃 56.05

8 600293.SH 三峡新材 46.91

9 002613.SZ 北玻股份 21.07

10 300093.SZ ⾦刚玻璃 9.90

11 ⸻ 投融通演⽰ 4.81



从2020年营业总收⼊规模来看，投融通演⽰营业
总收⼊1.64亿元，位于⾏业后10%，远低于⾏业
平均⽔平（45.25亿元），远低于南玻A（106.71
亿元）。
玻璃制造⾏业中，营业总收⼊最⼤为106.71亿元
（南玻A），营业总收⼊最⼩为3.29亿元（⾦刚玻
璃）。

从2020年净利润规模来看，投融通演⽰净利润61
7.17万元，，位于⾏业后10%，远低于⾏业平均
⽔平（1.69亿元），远低于南玻A（8.12亿元）。
玻璃制造⾏业中，净利润最⼤为18.24亿元（旗滨
集团），净利润最⼩为-20.70亿元（三峡新
材）。

投融通演⽰营业总收⼊1.64亿元，远低于南玻A，位于⾏业后10%，在⾏业中营业总收⼊规模极⼩。
投融通演⽰净利润617.17万元，远低于南玻A，位于⾏业后10%，在⾏业中净利润规模极⼩。

1.3�经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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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玻璃制造A股营业总收⼊排名（亿元）

排名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营业总收⼊
1 000012.SZ 南玻A 106.71

2 601636.SH 旗滨集团 96.44

3 600586.SH ⾦晶科技 48.84

4 ⸻ 玻璃制造 45.25

5 002163.SZ 海南发展 44.21

6 600819.SH 耀⽪玻璃 40.85

7 600876.SH 洛阳玻璃 30.46

8 600293.SH 三峡新材 25.78

9 002613.SZ 北玻股份 10.65

10 300093.SZ ⾦刚玻璃 3.29

11 ⸻ 投融通演⽰ 1.64

图1.3-2�玻璃制造A股净利润排名（亿元）

排名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净利润
1 601636.SH 旗滨集团 18.24

2 000012.SZ 南玻A 8.12

3 600876.SH 洛阳玻璃 3.91

4 600586.SH ⾦晶科技 3.51

5 002163.SZ 海南发展 1.70

6 ⸻ 玻璃制造 1.69

7 600819.SH 耀⽪玻璃 1.66

8 002613.SZ 北玻股份 0.10

9 ⸻ 投融通演⽰ 0.06

10 300093.SZ ⾦刚玻璃 -1.31

11 600293.SH 三峡新材 -20.70



02业绩成⻓

本章从营业收⼊、⽑利润、核⼼利润、净利润四个维度，对公司的成⻓性
⽔平、质量、原因进⾏分析，并与对标公司进⾏对标，寻找成⻓性差异。

营业收⼊成⻓性
⽑利润成⻓性
核⼼利润成⻓性
净利润成⻓性



2020年投融通演⽰净利润增速-52.25%，位于⾏
业前44%，远⾼于⾏业平均⽔平（-24.41），远
低于南玻A（44.88%）。

2020年投融通演⽰净利润617.17万元，与2019年
相⽐，净利润快速下滑。
净利润的减少主要由⽑利润的减少和⾮经营活动
的其他利润的减少或损失的增⻓导致。

2020年南玻A净利润8.12亿元，与2019年相⽐，
净利润快速增⻓。
净利润的增⻓主要由⽑利润的增⻓带来。

投融通演⽰净利润增速-52.25%，远⾼于⾏业平均⽔平，远低于南玻A。
净利润的减少主要由⽑利润的减少和⾮经营活动的其他利润的减少或损失的增⻓导致。

2�业绩成⻓

11

图2-1�玻璃制造净利润增速排名

排名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净利润增速
1 600876.SH 洛阳玻璃 470.00%

2 600586.SH ⾦晶科技 240.18%

3 002163.SZ 海南发展 120.73%

4 ⸻ 玻璃制造 58.08%

5 000012.SZ 南玻A 44.88%

6 601636.SH 旗滨集团 35.51%

7 600819.SH 耀⽪玻璃 -25.50%

8 ⸻ 投融通演⽰ -52.25%

9 002613.SZ 北玻股份 -70.60%

10 600293.SH 三峡新材 -20343.31%

11 300093.SZ ⾦刚玻璃 亏损扩⼤

图2-2�投融通演⽰营业总收⼊及各级利润变动（亿元）

-23% -17% 22% -52%

图2-3�南玻A营业总收⼊及各级利润变动（亿元）

2% 18% 63% 45%



2020年投融通演⽰营业总收⼊增速-23.15%，位
于⾏业后10%，远低于⾏业平均⽔平（-2.3
2%），远低于南玻A（1.90%）。

2020年投融通演⽰营业总收⼊1.64亿元，与2019
年相⽐，营业总收⼊快速下滑。
公司营业总收⼊的下滑，主要由营业收⼊的下滑
导致，其中实体主业发⽣下滑，需要从业务、产
品、⾏业、地域等维度对公司营业收⼊进⾏分
析，寻找收⼊下滑原因，并进⾏⼲预，详⻅“2.
1.1~3营业收⼊成⻓性-分产品、分⾏业、分地
域”。
投融通演⽰营业总收⼊增速远低于南玻A（1.9
0%）。

2020年投融通演⽰营业总收⼊增速-23.15%，位于⾏业前30%，远低于⾏业平均⽔平，远低于南玻A。
实体主业收⼊下滑，需要进⼀步对实体主业收⼊下滑的原因进⾏分析（详⻅2.1.1~3）。

2.1�营业收⼊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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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玻璃制造A股营业总收⼊增速排名

排名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营业总收⼊增速
1 600876.SH 洛阳玻璃 64.20%

2 601636.SH 旗滨集团 3.64%

3 000012.SZ 南玻A 1.90%

4 ⸻ 玻璃制造 -2.32%

5 002613.SZ 北玻股份 -2.68%

6 002163.SZ 海南发展 -6.01%

7 600586.SH ⾦晶科技 -7.22%

8 600819.SH 耀⽪玻璃 -9.45%

9 600293.SH 三峡新材 -18.98%

10 ⸻ 投融通演⽰ -23.15%

11 300093.SZ ⾦刚玻璃 -46.26%

图2.1-2�投融通演⽰营业总收⼊及其增速

-23.2%

图2.1-3�南玻A营业总收⼊及其增速

1.9%



2020年投融通演⽰营业收⼊增速-23.15%，位于
⾏业后10%，远低于⾏业平均⽔平（-2.32%），
远低于南玻A（1.90%）。

2020年投融通演⽰营业收⼊1.64亿元，与2019年
相⽐，快速下滑。
公司的营业收⼊下滑，公司成⻓性可能遇到瓶
颈，需要从产品、⾏业、地域等维度对公司营业
收⼊进⾏分析，寻找收⼊下滑原因，并进⾏⼲
预，详⻅“2.1.1~3营业收⼊成⻓性-分产品、分⾏
业、分地域”。
2020年南玻A营业收⼊106.71亿元，与2019年相
⽐，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营业收⼊增速低于南玻A，可以通过对
南玻A的营业收⼊的增⻓进⾏分析，为⾃⾝的销售
增⻓提供发展思路，详⻅“2.1.1~3营业收⼊成⻓
性-分产品、分⾏业、分地域”。

2020年投融通演⽰营业收⼊增速-23.15%，位于⾏业前30%，远低于⾏业平均⽔平，远低于南玻A。
实体主业收⼊下滑，需要进⼀步对实体主业收⼊下滑的原因进⾏分析（详⻅2.1.1~3）。

2.1�营业收⼊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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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玻璃制造A股营业收⼊增速排名

排名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营业收⼊增速
1 600876.SH 洛阳玻璃 64.20%

2 601636.SH 旗滨集团 3.64%

3 000012.SZ 南玻A 1.90%

4 ⸻ 玻璃制造 -2.32%

5 002613.SZ 北玻股份 -2.68%

6 002163.SZ 海南发展 -6.01%

7 600586.SH ⾦晶科技 -7.22%

8 600819.SH 耀⽪玻璃 -9.45%

9 600293.SH 三峡新材 -18.98%

10 ⸻ 投融通演⽰ -23.15%

11 300093.SZ ⾦刚玻璃 -46.26%

图2.1-5�投融通演⽰与南玻A营业收⼊变动（亿元）

-23% 2%



从产品的分类⻆度看投融通演⽰的主营构
成，“培训辅导服务”是最⼤的收⼊构成，占⽐6
2.69%，贡献了绝⼤部分收⼊。
与2019年相⽐，产品项⽬的披露发⽣较⼤改变
其中，“培训辅导服务”、“营销服务”产品销
售的下滑是营业收⼊下滑的主要原因。
与2019年相⽐，“企业严选服务-城市拓展”占⽐
增加，“营销服务”占⽐减少，收⼊构成发⽣⼀
定变化。
针对收⼊严重下滑的产品项⽬，需要进⼀步确定
其下滑原因是产品市场整体不景⽓或竞争加剧，
还是企业⾃⾝的产品或销售环节出现决策或管理
的问题；找到出现问题的关键环节或流程，对其
进⾏改善，以提⾼销售能⼒，必要时从更⾼战略
层⾯进⾏重新梳理，放弃问题业务，集中资源投
⼊到更具成⻓性潜⼒的业务。

从产品的分类⻆度看南玻A的主营构成，“玻璃产
业”是最⼤的收⼊构成，占⽐81.62%，贡献了绝
⼤部分收⼊。其中内部抵消收⼊为负，该产品存
在重⼤问题，需要给予关注，找到收⼊为负的原
因并进⾏改进，必要时放弃该产品。
与2019年相⽐，产品项⽬的披露发⽣较⼤改变，
新增“未分配”，取消“其他”�。
与2019年相⽐，“玻璃产业”占⽐增加，“太阳
能”占⽐减少，收⼊构成发⽣⼀定变化。

“培训辅导服务”产品是投融通演⽰营业收⼊的主要构成。“培训辅导服务”、“营销服务”产品销售的下
滑是营业收⼊下滑的主要原因。针对收⼊严重下滑的产品项⽬，需要进⼀步确定其下滑原因并做符合投⼊产
出的改进，必要时从战略层⾯进⾏重新梳理，放弃问题业务。

2.1.1�营业收⼊成⻓性-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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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1�投融通演⽰分产品营业收⼊（亿元）

图2.1.1-2�投融通演⽰分产品营业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图2.1.1-3�南玻A分产品营业收⼊（亿元）

图2.1.1-4�南玻A分产品营业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从⾏业的分类⻆度看投融通演⽰的主营构
成，“商业服务业”是最⼤的收⼊构成，占⽐10
0.00%，贡献了绝⼤部分收⼊。
其中，“商业服务业”⾏业销售的下滑是营业收
⼊下滑的主要原因。
针对收⼊严重下滑的⾏业项⽬，需要进⼀步确定
其下滑原因是⾏业市场整体不景⽓或竞争加剧，
还是企业⾃⾝的⾏业或销售环节出现决策或管理
的问题；找到出现问题的关键环节或流程，对其
进⾏改善，以提⾼销售能⼒，必要时从更⾼战略
层⾯进⾏重新梳理，放弃问题业务，集中资源投
⼊到更具成⻓性潜⼒的业务。

从⾏业的分类⻆度看南玻A的主营构成，“玻璃及
玻璃制品业”是最⼤的收⼊构成，占⽐81.62%，
贡献了绝⼤部分收⼊。
与2019年相⽐，⾏业项⽬的披露发⽣较⼤改变
与2019年相⽐，“玻璃及玻璃制品业”占⽐增
加，收⼊构成发⽣⼀定变化。

“商业服务业”⾏业是投融通演⽰营业收⼊的主要构成。“商业服务业”⾏业销售的下滑是营业收⼊下滑的
主要原因。针对收⼊严重下滑的⾏业项⽬，需要进⼀步确定其下滑原因并做符合投⼊产出的改进，必要时从
战略层⾯进⾏重新梳理，放弃问题业务。

2.1.2�营业收⼊成⻓性-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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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1�投融通演⽰分⾏业营业收⼊（亿元）

图2.1.2-2�投融通演⽰分⾏业营业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图2.1.2-3�南玻A分⾏业营业收⼊（亿元）

图2.1.2-4�南玻A分⾏业营业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从⾏业的分类⻆度看投融通演⽰的主营构
成，“⽹络及其他”是最⼤的收⼊构成，占⽐13.
18，贡献了绝⼤部分收⼊。
其中，“华中区”、“华南区”地域销售的下滑
是营业收⼊下滑的主要原因。
与2019年相⽐，“华东区”占⽐明显增加，“海
外(包含港澳台)”、”西南区”占⽐增加，“华南
区、华中区”占⽐明显减少，“华北区、西北
区”占⽐减少，收⼊构成发⽣较⼤变化。
针对收⼊严重下滑的地域项⽬，需要进⼀步确定
其下滑原因是地域市场整体不景⽓或竞争加剧，
还是企业⾃⾝的地域或销售环节出现决策或管理
的问题；找到出现问题的关键环节或流程，对其
进⾏改善，以提⾼销售能⼒，必要时从更⾼战略
层⾯进⾏重新梳理，放弃问题业务，集中资源投
⼊到更具成⻓性潜⼒的业务。

从地域的分类⻆度看南玻A的主营构成，“中国⼤
陆”是最⼤的收⼊构成，占⽐89.39%，贡献了绝
⼤部分收⼊。
收⼊构成发⽣⼀定变化。

“⽹络及其他”地域是投融通演⽰营业收⼊的主要构成。“华中区”、“华南区”地域销售的下滑是营业收
⼊下滑的主要原因。针对收⼊严重下滑的地域项⽬，需要进⼀步确定其下滑原因并做符合投⼊产出的改进，
必要时从战略层⾯进⾏重新梳理，放弃问题业务。

2.1.3�营业收⼊成⻓性-分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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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1�投融通演⽰分地域营业收⼊（亿元）

图2.1.3-2�投融通演⽰分地域营业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图2.1.3-3�南玻A分地域营业收⼊（亿元）

图2.1.3-4�南玻A分⾏业营业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2019年投融通演⽰营业收⼊数据缺失，⽆法对其
业绩成⻓进⾏分析，2019年南玻A营业收⼊数据
缺失，⽆法对其业绩成⻓进⾏分析。

投融通演⽰2020年第⼀⼤客⼾销售占⽐9.59%，
前五⼤客⼾销售占⽐29.00%。表现出⼤客⼾依赖
的特征，收⼊的⼤客⼾依赖，⼀⽅⾯可能影响公
司对下游的议价能⼒，另⼀⽅⾯⼤客⼾的⻛险容
易传导⾄公司，导致公司收⼊稳定和成⻓性⻛险
的增加。
南玻A也表现出⼤客⼾集中的特征，需要对⾏业和
业务特征进⾏进⼀步分析，确定⼤客⼾依赖是否
为⾏业共性问题。需要注意做好对⼤客⼾的服务
以确保主要销售来源的稳定与增⻓；关注⼤客⼾
⾯临的相关⻛险以便及时做好应对策略；同时根
据实际情况拓宽客⼾渠道以降低⼤客⼾依赖所带
了的相关⻛险。

投融通演⽰未表现出明显的并购依赖的成⻓性⻛险。
投融通演⽰表现出⼤客⼾依赖的⻛险，⼀⽅⾯需要做好⼤客⼾服务，并关注⼤客⼾⻛险做好应对策略，另⼀
⽅⾯需要拓宽客⼾渠道以降低对⼤客⼾的依赖。

2.1.4�营业收⼊成⻓性-⻛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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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1�投融通演⽰新并购业务对收⼊的影响（亿元）

图2.1.4-2�南玻A新并购业务对收⼊的影响（亿元）

图2.1.4-3�投融通演⽰⼤客⼾依赖情况

图2.1.4-4�南玻A⼤客⼾依赖情况



2020年投融通演⽰总⽑利润增速-16.51%，位于
⾏业后30%，远低于⾏业平均⽔平（8.59%），
远低于南玻A（18.25%）。

与2019年相⽐，2020年投融通演⽰总⽑利润有所
下滑。
公司总⽑利润的下滑，主要由营业⽑利的下滑导
致，其中实体主业盈利下滑，需要从业务、产
品、⾏业、地域等维度对公司⽑利润进⾏分析，
寻找⽑利下滑原因，并进⾏⼲预，详⻅“2.2.1~3
⽑利润成⻓性-分产品、分⾏业、分地域”。
投融通演⽰总⽑利润增速远低于南玻A（18.2
5%）。

2020年投融通演⽰总⽑利润增速-16.51%，位于⾏业后30%，远低于⾏业平均⽔平，远低于南玻A。
实体主业⽑利下滑，需要进⼀步对实体主业⽑利下滑的原因进⾏分析（详⻅2.2.1~3）。

2.2�⽑利润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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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玻璃制造A股总⽑利润增速排名

排名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总⽑利润增速
1 600876.SH 洛阳玻璃 109.51%

2 601636.SH 旗滨集团 31.24%

3 002163.SZ 海南发展 21.57%

4 000012.SZ 南玻A 18.25%

5 ⸻ 玻璃制造 8.59%

6 600819.SH 耀⽪玻璃 -8.65%

7 600586.SH ⾦晶科技 -9.51%

8 ⸻ 投融通演⽰ -16.50%

9 600293.SH 三峡新材 -26.28%

10 002613.SZ 北玻股份 -27.94%

11 300093.SZ ⾦刚玻璃 -30.85%

图2.2-2�投融通演⽰总⽑利润及其增速

-17%

图2.2-3�南玻A总⽑利润及其增速

18%



2020年投融通演⽰⽑利润增速-16.51%，位于⾏
业后30%，远低于⾏业平均⽔平（8.59%），远
低于南玻A（18.25%）。

2020年投融通演⽰⽑利润0.99亿元，与2019年相
⽐，有所下滑。
公司的⽑利润下滑，公司成⻓性可能遇到瓶颈，
需要从业务、产品、⾏业、地域等维度对公司⽑
利进⾏分析，寻找⽑利下滑原因，并进⾏⼲预，
详⻅“2.2.1~3⽑利润成⻓性-分产品、分⾏业、分
地域”。
2020年南玻A⽑利润32.27亿元，与2019年相⽐，
有所增⻓。
投融通演⽰⽑利润增速低于南玻A，可以通过对南
玻A的⽑利润的增⻓进⾏分析，为⾃⾝的销售增⻓
提供发展思路，详⻅“2.2.1~3⽑利润成⻓性-分产
品、分⾏业、分地域”。

2020年投融通演⽰⽑利润增速-16.51%，位于⾏业后30%，远低于⾏业平均⽔平，远低于南玻A。
实体主业⽑利下滑，需要进⼀步对实体主业⽑利下滑的原因进⾏分析（详⻅2.2.1~3）。

2.2�⽑利润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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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玻璃制造A股⽑利润增速排名

排名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利润增速
1 600876.SH 洛阳玻璃 109.51%

2 601636.SH 旗滨集团 31.24%

3 002163.SZ 海南发展 21.57%

4 000012.SZ 南玻A 18.25%

5 ⸻ 玻璃制造 8.59%

6 600819.SH 耀⽪玻璃 -8.65%

7 600586.SH ⾦晶科技 -9.51%

8 ⸻ 投融通演⽰ -16.50%

9 600293.SH 三峡新材 -26.28%

10 002613.SZ 北玻股份 -27.94%

11 300093.SZ ⾦刚玻璃 -30.85%

图2.2-5�投融通演⽰与南玻A⽑利润变动（亿元）

-347% 45%



投融通演⽰的盈利构成中，“培训辅导服务”是
最⼤的盈利构成，占⽐72.16%，贡献了⼤部分⽑
利润。
与2019年相⽐，“企业严选服务-城市拓展”占⽐
增加，⽑利润构成发⽣⼀定变化。
公司“培训辅导服务”、“营销服务”产品盈利
下滑，并对公司的整体盈利产⽣重⼤影响，

南玻A的盈利构成中，“玻璃产业”是最⼤的盈利
构成，占⽐84.82%，贡献了绝⼤部分⽑利润。

投融通演⽰的盈利主要来源于产品“培训辅导服务”。
需要关注产品“培训辅导服务”、“营销服务”盈利下滑对公司的整体盈利产⽣的影响，

2.2.1�⽑利润成⻓性-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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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1�投融通演⽰分产品⽑利润（亿元）

图2.2.1-2�投融通演⽰分产品⽑利润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图2.2.1-3�南玻A分产品⽑利润（亿元）

图2.2.1-4�南玻A分产品⽑利润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投融通演⽰的盈利构成中，“商业服务业”是最
⼤的盈利构成，占⽐100.00%，贡献了绝⼤部分
⽑利润。
“商业服务业”⾏业盈利的下滑是⽑利润下滑的
主要原因。
公司的销售和盈利⾼度依赖“商业服务业”，且
该业务呈现盈利下滑的趋势，导致公司未来业绩
存在不确定性，针对该业务，需要考虑是否能够
通过销售管理、精益管理等扭转盈利下滑的颓
势，同时需要考虑发展其他资源能⼒允许的业
务，为公司盈利的增⻓提供新的动⼒，减少对该
业务的依赖性。

南玻A的盈利构成中，“玻璃及玻璃制品业”是最
⼤的盈利构成，占⽐84.82%，贡献了绝⼤部分⽑
利润。

投融通演⽰的盈利主要来源于⾏业“商业服务业”。“商业服务业”⾏业盈利的下滑是⽑利润下滑的主要原
因。
需要关注⽀柱⾏业“商业服务业”盈利下滑的问题。

2.2.2�⽑利润成⻓性-分⾏业

21

图2.2.2-1�投融通演⽰分⾏业⽑利润（亿元）

图2.2.2-2�投融通演⽰分⾏业⽑利润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图2.2.2-3�南玻A分⾏业⽑利润（亿元）

图2.2.2-4�南玻A分⾏业⽑利润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投融通演⽰的盈利构成中，“⽹络及其他”是最
⼤的盈利构成，占⽐58.28%，贡献了⼤部分⽑利
润。
“华中区”、“华南区”地域盈利的下滑是⽑利
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与2019年相⽐，“⽹络及其
他”占⽐增加，⽑利润构成发⽣⼀定变化。
公司“华中区”、“华南区”地域盈利下滑，并
对公司的整体盈利产⽣重⼤影响，

投融通演⽰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地域“⽹络及其他”。“华中区”、“华南区”地域盈利的下滑是⽑利润下滑
的主要原因。
需要关注地域“华中区”、“华南区”盈利下滑对公司的整体盈利产⽣的影响，

2.2.3�⽑利润成⻓性-分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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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1�投融通演⽰分地域⽑利润（亿元）

图2.2.2-3�投融通演⽰分地域⽑利润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图2.2.3-3�南玻A分地域⽑利润（亿元）

图2.2.3-4�南玻A分地域⽑利润收⼊占⽐

内圈：2019年�外圈：2020年



2020年投融通演⽰核⼼利润增速21.85%，位于⾏
业后33%，远低于南玻A（63.41%）。

2020年核⼼利润0.22亿元，较2019年增加394.09
万元，核⼼利润快速增⻓。
投融通演⽰核⼼利润增速远低于南玻A（63.4
1%）。

投融通演⽰产品盈利降低，通过费⽤⽀出减少，
才实现最终经营活动的盈利增⻓，该模式下经营
活动盈利增⻓的可持续性存疑，企业还是需要考
虑改善产品盈利的问题。
南玻A产品盈利增⻓的同时，费⽤⽀出减少，最终
实现经营活动的盈利增⻓，经营活动盈利增⻓质
量较⾼。

2020年投融通演⽰核⼼利润增速21.85%，位于⾏业后33%，远低于南玻A（63.41%）。
投融通演⽰产品盈利降低，通过费⽤⽀出减少，才实现最终经营活动的盈利增⻓，该模式下经营活动盈利增
⻓的可持续性存疑，企业还是需要考虑改善产品盈利的问题。

2.3�核⼼利润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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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玻璃制造A股核⼼利润增速排名

排名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核⼼利润增速
1 600876.SH 洛阳玻璃 463.31%

2 002163.SZ 海南发展 108.43%

3 000012.SZ 南玻A 63.41%

4 601636.SH 旗滨集团 42.10%

5 600586.SH ⾦晶科技 22.47%

6 ⸻ 投融通演⽰ 21.85%

7 600819.SH 耀⽪玻璃 -39.74%

8 002613.SZ 北玻股份 -82.17%

9 600293.SH 三峡新材 -113.20%

10 ⸻ 玻璃制造 58.08%

图2.3-2�投融通演⽰和南玻A核⼼利润变动（亿元）

22% 63%

图2.3-3�投融通演⽰⽑利润及费⽤表现（亿元）

图2.3-4�南玻A⽑利润及费⽤表现（亿元）



投融通演⽰2020年净利润617.17万元，较2019年
减少675.44万元，增速-52.25%，净利润规模快
速缩⼩。
南玻A2020年净利润8.12亿元，较2019年增加2.5
2亿元，增速44.88%，净利润规模快速增⻓。
投融通演⽰净利润增速远低于南玻A。

2019年投融通演⽰⽆并购相关数据，2019年南玻
A⽆并购相关数据。

投融通演⽰2020年净利润617.17万元，较2019年快速缩⼩。投融通演⽰净利润增速远低于南玻A。

2.4�净利润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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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投融通演⽰与南玻A净利润变动（亿元）

-52% 45%

图2.4-2�投融通演⽰新并购业务对净利润的影响（亿元）

图2.4-3�南玻A新并购业务对净利润的影响（亿元）



投融通演⽰2020年净利润617.17万元，其中以经
营活动产⽣的核⼼利润为利润的核⼼⽀柱，所得
税、资产及信⽤减值、投资活动产⽣的投资收益
出现损失，对利润产⽣了⼀定负⾯影响。需要对
亏损活动的亏损原因进⾏具体分析，及时进⾏⼲
预，减少其对公司后续影响。
投融通演⽰2020年发⽣减值损失，对利润产⽣了
⼀定负⾯影响。其中，其他减值损失发⽣减值66
1.97万元，是减值的主要构成。由于减值已对利
润产⽣⼀定影响，需要对发⽣减值的相关项⽬的
减值原因进⾏进⼀步分析，确定相关减值计提到
位，并加强相关资产的投资与管理效率，减少其
对未来利润的影响。

南玻A2020年净利润8.12亿元，其中以经营活动
产⽣的核⼼利润为利润的核⼼⽀柱，所得税、资
产及信⽤减值出现损失，对利润产⽣了⼀定负⾯
影响。需要对亏损活动的亏损原因进⾏具体分
析，及时进⾏⼲预，减少其对公司后续影响。
南玻A2020年发⽣减值损失，对利润产⽣了⼀定
负⾯影响。其中，固定资产类减值损失发⽣减值
6.47亿元，是减值的主要构成。由于减值已对利
润产⽣⼀定影响，需要对发⽣减值的相关项⽬的
减值原因进⾏进⼀步分析，确定相关减值计提到
位，并加强相关资产的投资与管理效率，减少其
对未来利润的影响。

投融通演⽰2020年净利润617.17万元，其中以经营活动产⽣的核⼼利润为利润的核⼼⽀柱，所得税、资产及
信⽤减值、投资活动产⽣的投资收益出现亏损，对利润产⽣了⼀定负⾯影响。需要对亏损活动给予⼀定关
注。

2.4�净利润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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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4�投融通演⽰2019年净利润构成（亿元）

图2.4-5�投融通演⽰2020年净利润构成（亿元）

图2.4-6�南玻A2019年净利润构成（亿元）

图2.4-7�南玻A2020年净利润构成（亿元）



03现⾦流健康

本章节对公司现⾦流结构分析

现⾦流构成
经营活动现⾦流⽔平及结构
投资活动激进性
筹资活动表现
分红



从投融通演⽰2018年到本期的现⾦流结构来看，
期初现⾦2.67亿元，经营活动净流⼊0.32亿元，
投资活动净流⼊0.26亿元，筹资活动净流出0.31
亿元，其他现⾦净流⼊0.00元，三年累计净流⼊
0.27亿元，期末现⾦2.94亿元。

从南玻A2018年到本期的现⾦流结构来看，期初
现⾦24.60亿元，经营活动净流⼊72.40亿元，投
资活动净流出23.02亿元，筹资活动净流出52.73
亿元，其他现⾦净流出88.06万元，三年累计净流
出3.36亿元，期末现⾦21.24亿元。

从投融通演⽰2020年的现⾦流结构来看，期初现
⾦2.36亿元，经营活动净流⼊0.30亿元，投资活
动净流⼊0.38亿元，筹资活动净流出971.28万
元，累计净流⼊0.58亿元，期末现⾦2.94亿元。

从南玻A2020年的现⾦流结构来看，期初现⾦18.
32亿元，经营活动净流⼊27.31亿元，投资活动净
流出7.90亿元，筹资活动净流出16.45亿元，累计
净流⼊2.92亿元，期末现⾦21.24亿元。

从投融通演⽰2018年到本期的现⾦流结构来看，期初现⾦2.67亿元，经营活动净流⼊0.32亿元，投资活动净
流⼊0.26亿元，筹资活动净流出0.31亿元，其他现⾦净流⼊0.00元，三年累计净流⼊0.27亿元，期末现⾦2.9
4亿元。

3.1�现⾦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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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投融通演⽰近3年现⾦流结构（亿元）

图3.1-2�南玻A近3年现⾦流结构（亿元）

图3.1-3�投融通演⽰2020年现⾦流结构（亿元）

图3.1-4�南玻A2020年现⾦流结构（亿元）



投融通演⽰2020年经营活动现⾦净流⼊0.30亿
元，较2020年减少497.71万元，2018年到本期经
营活动累计产⽣净流⼊0.32亿元。

南玻A2020年经营活动现⾦净流⼊27.31亿元，较
2020年增加3.52亿元，2018年到本期经营活动累
计产⽣净流⼊72.40亿元。

投融通演⽰2020年核⼼利润获现率1.64，较2019
年，变现能⼒有所下滑。
南玻A2020年核⼼利润获现率1.44。投融通演⽰
经营活动变现能⼒⾼于南玻A。

投融通演⽰2020年核⼼利润获现率1.64，较2019年，变现能⼒有所下滑。投融通演⽰经营活动变现能⼒⾼于
南玻A。

3.2�经营活动现⾦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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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投融通演⽰核⼼利润及经营活动现⾦流（亿元）

图3.2-2�南玻A核⼼利润及经营活动现⾦流（亿元）

图3.2-3�投融通演⽰及南玻A核⼼利润获现率

图3.2-4�投融通演⽰及南玻A经营活动现⾦充⾜率



投融通演⽰2020年经营活动调整后盈利0.30亿
元，存货销售带来现⾦流⼊0.00元，应收应付变
动导致现⾦流⼊14.91万元，其他因素导致现⾦流
出37.73万元，最终经营活动实现现⾦净流⼊0.30
亿元。

南玻A2020年经营活动调整后盈利26.20亿元，提
前备货导致现⾦流出842.65万元，应收应付变动
导致现⾦流⼊1.13亿元，其他因素导致现⾦流⼊5
72.26万元，最终经营活动实现现⾦净流⼊27.31
亿元。

投融通演⽰2020年经营活动调整后盈利0.30亿元，存货销售带来现⾦流⼊0.00元，应收应付变动导致现⾦流
⼊14.91万元，其他因素导致现⾦流出37.73万元，最终经营活动实现现⾦净流⼊0.30亿元。

3.2.1�经营活动现⾦流-现⾦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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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1�投融通演⽰2020年经营活动现⾦流结构

图3.2.1-2�投融通演⽰2019年经营活动现⾦流结构

图3.2.1-3�南玻A2020年经营活动现⾦流结构

图3.2.1-4�南玻A2019年经营活动现⾦流结构



2020年投融通演⽰每实现100元营收，可以占⽤
各⽅资⾦15.50元。2020年南玻A每实现100元营
收，可以占⽤各⽅资⾦8.05元。投融通演⽰占⽤
各⽅的资⾦⾼于南玻A。
相较于2019年，投融通演⽰2020年每百元营收占
⽤各⽅资⾦增加5.70元，单位营收能够占⽤各⽅
的资⾦有所增加。

2020年投融通演⽰每实现100元营收，需要垫付
上下游资⾦1.49元。2020年南玻A每实现100元营
收，可以占⽤上下游资⾦3.01元。投融通演⽰需
要垫付上下游的资⾦⾼于南玻A。
相较于2019年，投融通演⽰2020年每百元营收需
要垫付上下游资⾦增加3.08元，单位营收需要垫
付上下游的资⾦有所增加。

2020年投融通演⽰每实现100元营收，可以占⽤
上游资⾦6.21元。2020年南玻A每实现100元营
收，可以占⽤上游资⾦12.15元。投融通演⽰占⽤
上游的资⾦低于南玻A。
相较于2019年，投融通演⽰2020年每百元营收占
⽤上游资⾦增加5.86元，单位营收能够占⽤上游
的资⾦有所增加，对上游议价能⼒增强。

2020年投融通演⽰每实现100元营收，需要垫付
下游资⾦7.70元。2020年南玻A每实现100元营
收，需要垫付下游资⾦9.14元。投融通演⽰需要
垫付下游的资⾦与南玻A基本持平。
相较于2019年，投融通演⽰2020年每百元营收需
要垫付下游资⾦增加8.94元，单位营收需要垫付
下游的资⾦有所增加，对下游议价能⼒有所减
弱。

2020年投融通演⽰每实现100元营收，可以占⽤各⽅资⾦15.50元。投融通演⽰占⽤各⽅的资⾦⾼于南玻A。
相较于2019年，投融通演⽰2020年单位营收能够占⽤各⽅的资⾦有所增加。
其中，2020年投融通演⽰每实现100元营收，可以占⽤上游资⾦6.21元，需要垫付下游资⾦7.70元。投融通
演⽰占⽤上游的资⾦低于南玻A。投融通演⽰需要垫付下游的资⾦低于与南玻A基本持平。相较于2019年，
投融通演⽰2020年对上游议价能⼒增强，对下游议价能⼒有所减弱。

3.2.2�经营活动现⾦流-议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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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1�投融通演⽰及南玻A占⽤各⽅资⾦⽐例

图3.2.2-2�投融通演⽰及南玻A占⽤上下游资⾦⽐例

图3.2.2-3�投融通演⽰及南玻A占⽤上游资⾦⽐例

图3.2.2-4�投融通演⽰及南玻A占⽤下游资⾦⽐例



战略投资资⾦流出564.34万元，较2019年减少69
7.70万元，增速-55.28%，战略性投资的资⾦投⼊
快速降低。
投融通演⽰2018年到本期战略投资资⾦流出0.28
亿元，经营活动产⽣现⾦净流⼊0.32亿元，经营
活动的造⾎能⼒能够覆盖战略投资的资⾦流出。
南玻A2018年到本期战略投资资⾦流出25.22亿
元，经营活动产⽣现⾦净流⼊72.40亿元。

投融通演⽰2020年经营与投资活动合计现⾦流净
额0.68亿元，较2019年减少0.36亿元。
投融通演⽰2018年到本期经营与投资活动合计现
⾦流净额0.58亿元，南玻A49.38亿元，投融通演
⽰经营与投资活动不存在资⾦缺⼝。

投融通演⽰2018年到本期经营活动与投资不存在累计资⾦缺⼝，存在资⾦富余0.58亿元，经营活动的造⾎能
⼒能够覆盖战略投资的资⾦流出。

3.3�投资活动激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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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投融通演⽰战略性投资与经营活动现⾦（亿元）

图3.3-2�南玻A战略性投资与经营活动现⾦（亿元）

图3.3-3�投融通演⽰投资经营活动资⾦表现（亿元）

图3.3-4�南玻A投资经营活动资⾦表现（亿元）



投融通演⽰2020年筹资活动现⾦流⼊0.00元，较2
019年减少333.00万元，增速-100.00%，筹资活
动现⾦流⼊快速减少。
南玻A2020年筹资活动现⾦流⼊44.23亿元，较20
19年增加9.52亿元，增速27.42%，筹资活动现⾦
流⼊快速增加。
南玻A2020年绝⼤部分筹资流⼊来源于债权流⼊
（96.52%）。

投融通演⽰2020年债务净流⼊0.00元，公司现阶
段经营发展不需要依赖新增的贷款规模。
南玻A2020年债务净流⼊-7.55亿元，公司现阶段
以偿还历史债务为主。

投融通演⽰2020年筹资活动现⾦流⼊0.00元，较2019年筹资活动现⾦流⼊快速减少。
投融通演⽰2020年债务净流⼊0.00元，公司现阶段经营发展不需要依赖新增的贷款规模。

3.4�筹资活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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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投融通演⽰筹资活动流⼊来源（亿元）

图3.4-2�南玻A筹资活动流⼊来源（亿元）

图3.4-3�投融通演⽰债务性融资净流⼊（亿元）

图3.4-4�南玻A债务性融资净流⼊（亿元）



投融通演⽰对2020分红0.11亿元，较2019增加28
2.89万元，分红规模快速增⻓，三年累计分红0.1
9亿元。

南玻A对2020分红3.07亿元，较2019⽆变化，三
年累计分红9.21亿元。

投融通演⽰对2020分红占归⺟净利润的98.56%。
较2019增加6.03个百分点，利润分红率有所增
加。投融通演⽰利润分红率远⾼于南玻A。
南玻A对2020分红占归⺟净利润的33.86%。较20
19减少106.06个百分点，利润分红率降低。

投融通演⽰对2020分红占经营性现⾦净流⼊的37.
01%。较2019增加13.54个百分点，现⾦分红率增
加。投融通演⽰现⾦分红率远⾼于南玻A。
南玻A对2020分红占经营性现⾦净流⼊的11.2
5%。较2019减少1.66个百分点，现⾦分红率基本
稳定。

投融通演⽰对2020分红0.11亿元，较2019分红规模快速增⻓，三年累计分红0.19亿元。
投融通演⽰对2020分红占归⺟净利润的98.56%。较2019利润分红率有所增加。投融通演⽰利润分红率远⾼
于南玻A。投融通演⽰对2020分红占经营性现⾦净流⼊的37.01%。较2019现⾦分红率增加。投融通演⽰现
⾦分红率远⾼于南玻A。

3.5�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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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投融通演⽰分红与⺟公司净利润（亿元）

图3.5-2�南玻A分红与⺟公司净利润（亿元）

图3.5-3�投融通演⽰及南玻A净利润分红率

图3.5-4�投融通演⽰及南玻A现⾦分红率



04资产配置

本章节对公司资产配置进⾏分析

资产规模与构成
经营资产构成
投资资产构成
货币资⾦
商誉
其他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总资产4.81亿元，南
玻A总资产178.83亿元，投融通演⽰资产规模远⼩
于南玻A。
与2020年09⽉30⽇相⽐，投融通演⽰资产增加0.
14亿元，资产规模基本稳定，资产增速2.90%。
南玻A2020年09⽉30⽇到2020年12⽉31⽇资产增
速-1.43%，投融通演⽰资产增速明显⼤于南玻
A。

2020年12⽉31⽇投融通演⽰资产总额4.81亿元，
从合并报表的资产结构来看，资产的配置并未聚
焦于经营活动，需要考虑增加对经营资产的配
置，以免市场对公司产⽣不务正业或资产利⽤效
率不⾜的印象。此外，货币资⾦占⽐较⾼，资⾦
的使⽤效率可能存在问题，需要进⾏有效的现⾦
管理，在保证流动性的基础上，如对现⾦进⾏稳
健理财等，提⾼资⾦的使⽤效率。
。
2020年12⽉31⽇南玻A资产总额178.83亿元，从
合并报表的资产结构来看，资产配置聚焦业务，
具有较强的战略发展意义。
。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总资产4.81亿元资产规模远⼩于南玻A。投融通演⽰资产的配置并未聚焦于经营
活动。此外，货币资⾦占⽐较⾼，资⾦的使⽤效率可能存在问题。
与2020年09⽉30⽇相⽐，资产规模基本稳定。

4.1�资产规模与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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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投融通演⽰和南玻A资产规模及其增速

3% -1%

图4.1-2�投融通演⽰资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4.1-3�南玻A资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2020年12⽉31⽇投融通演⽰经营资产1.11亿元，
与2020年09⽉30⽇相⽐，经营资产增加310.25万
元，经营资产规模基本稳定，经营资产增速2.8
7%。
2020年12⽉31⽇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总资产占⽐
23.08%，较2020年09⽉30⽇减少0.00个百分点，
经营资产总资产占⽐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经营资产的集中度明显
低于南玻A。

投融通演⽰在经营资产配置上，商业债权占⽐最
⼤，占⽐68.96%。
南玻A在经营资产配置上，固定资产占⽐最⼤，占
⽐59.66%。
经营资产规模基本稳定，其中，在建⼯程快速减
少。
与2020年09⽉30⽇相⽐，固定资产占⽐明显增
加，在建⼯程占⽐明显降低，南玻A在资产配置上
表现出向倾斜的趋势。

2020年12⽉31⽇投融通演⽰经营资产1.11亿元，较2020年09⽉30⽇经营资产规模基本稳定。2020年12⽉31
⽇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总资产占⽐23.08%，较2020年09⽉30⽇占⽐基本稳定。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经
营资产的集中度明显低于南玻A。
投融通演⽰在经营资产配置上，商业债权占⽐最⼤，占⽐68.96%。

4.2�经营资产构成

36

图4.2-1�投融通演⽰经营资产规模及总资产占⽐

3%

图4.2-2�南玻A经营资产规模及总资产占⽐

-3%

图4.2-3�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4.2-4�南玻A经营资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投资资产0.72亿元，
与2020年09⽉30⽇相⽐，投资资产增加990.08万
元，投资资产规模有所增⻓，投资资产增速15.8
5%。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投资资产总资产占⽐
15.04%，较2020年09⽉30⽇增加1.68个百分点，
投资资产总资产占⽐增加。
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投资资产的⽐例明显⾼
于南玻A。

投融通演⽰在投资资产的配置上以⻓期股权投资
为主，具有⼀定的战略属性。
投资资产的增⻓完全由⻓期股权投资的增⻓带
来。
与2020年09⽉30⽇相⽐，⻓期股权投资占⽐明显
增加，投融通演⽰在投资资产配置上的战略属性
有所增强。

南玻A未进⾏投资资产配置。
2020年09⽉30⽇与2020年12⽉31⽇，南玻A均未
进⾏投资资产配置。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投资资产0.72亿元，较2020年09⽉30⽇投资资产规模有所增⻓。2020年12⽉31
⽇投融通演⽰投资资产总资产占⽐15.04%，较2020年09⽉30⽇占⽐增加。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投资资
产的⽐例明显⾼于南玻A。
投融通演⽰在投资资产的配置上以⻓期股权投资为主，具有⼀定的战略属性。投资资产的增⻓完全由⻓期股
权投资的增⻓带来。

4.3�投资资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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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投融通演⽰投资资产规模及总资产占⽐

16%

图4.3-2�南玻A投资资产规模及总资产占⽐

⸺

图4.3-3�投融通演⽰投资资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4.3-4�南玻A投资资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2020年12⽉31⽇投融通演⽰货币资⾦2.94亿元，
与2020年09⽉30⽇相⽐，货币资⾦减少67.76万
元，货币资⾦规模基本稳定，货币资⾦增速-0.2
3%。
2020年12⽉31⽇投融通演⽰货币资⾦总资产占⽐
61.07%，较2020年09⽉30⽇减少1.91个百分点，
货币资⾦总资产占⽐减少。
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货币资⾦的配置明显⾼
于南玻A。
相对于资产规模，投融通演⽰的货币资⾦持有量
较⾼，这⼀⽅⾯可能与公司的资⾦管理模式和效
率有关，导致公司可能存在资⾦使⽤效率不⾜的
情况；另⼀⽅⾯可能由于公司处在战略困惑期，
持有⼤量资⾦却不知道如何使⽤，这就需要公司
对从战略层⾯进⾏梳理和规划，根据未来发展路
线进⾏资⾦合理的安排与使⽤。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受限资⾦占货币资⾦
⽐例0.00%，南玻A0.08%，投融通演⽰资⾦⾃有
度与南玻A基本持平。

投融通演⽰⾮限制性货币资⾦能够覆盖短期有息
负债。

2020年12⽉31⽇投融通演⽰货币资⾦2.94亿元，较2020年09⽉30⽇，货币资⾦规模基本稳定。货币资⾦总
资产占⽐61.07%，较2020年09⽉30⽇，占⽐有所减少。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货币资⾦的配置明显⾼于
南玻A。
南玻A货币资⾦持有量较⾼，需进⼀步结合⾏业特征与商业模式对其合理性与资⾦使⽤效率进⾏分析。

4.4�货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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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投融通演⽰货币资⾦（亿元）及其总资产占⽐

-0%

图4.4-2�南玻A货币资⾦（亿元）及其总资产占⽐

19%

图4.4-3�投融通演⽰及南玻A资⾦⾃由度

图4.4-4�投融通演⽰及南玻A货币与短期⾦融负债（亿元）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商誉。
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商誉的占⽐低于南玻A。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商誉。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商誉的占⽐低于南玻A。

4.5�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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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1�投融通演⽰商誉（亿元）及其总资产占⽐

⸺

图4.5-2�南玻A商誉（亿元）及其总资产占⽐

-26%

图4.5-3�南玻A并购⼦公司商誉及其业绩表现

⼦公司名
称

业绩
达成
率

商誉
（期初账⾯余

额）

商誉
（本期减
值）

商誉
商誉（期末账⾯余

额）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其他资产387.21万
元，与2020年09⽉30⽇相⽐，其他资产增加121.
54万元，其他资产规模快速增⻓，其他资产增速4
5.75%。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其他资产总资产占⽐
0.80%，较2020年09⽉30⽇增加0.24个百分点，
其他资产总资产占⽐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其他资产的占⽐与南玻A基
本持平。

投融通演⽰在其他资产配置上，递延所得税资产
占⽐最⼤，占⽐8.30%。
主要是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导致其他资产规模
的增⻓。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其他资产387.21万元，较2020年09⽉30⽇，其他资产规模快速增⻓。其他资产
总资产占⽐0.80%，较2020年09⽉30⽇，占⽐有基本稳定。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其他资产的占⽐与南玻A
基本持平。

4.6�其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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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1�投融通演⽰其他资产（亿元）及其总资产占⽐

46%

图4.6-2�南玻A其他资产（亿元）及其总资产占⽐

4%

图4.6-3�投融通演⽰其他资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4.6-4�南玻A其他资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05股东回报

本章节对公司股东汇报⽔平进⾏分析

ROE⽔平
ROE拆解



2020年南玻AROE7.91%，投融通演⽰股东回报低
于南玻A。
投融通演⽰股东回报⽔平较低，需要结合⾏业平
均⽔平进⾏分析回报⽔平低是⾏业共性还是个体
原因，如果是个体原因，需要从杠杆、资产周转
和盈利性对净资产收益率差的原因进⾏分析与改
进（详⻅6�经营资产），如果为⾏业共性，可以
考虑在维持现有盈利的基础上，进⼊⾼回报⾏
业。投融通演⽰相较于2019年股东回报⽔平降
低，需要从杠杆、周转率和盈利性⻆度分析股东
回报下降原因，并进⾏决策和管理的改善。
投融通演⽰ROE的下滑主要来源于总资产报酬率
的下滑。
投融通演⽰ROE低于南玻A，其较低的ROE来源于
较低的权益乘数和总资产报酬率。

2020年投融通演⽰总资产报酬率1.30%，较2019
年减少1.46个百分点，总资产回报⽔平降低。202
0年南玻A总资产报酬率4.50%，投融通演⽰总资
产回报低于南玻A。
投融通演⽰总资产报酬率较低，资产质量较低，
需要结合⾏业平均⽔平进⾏分析回报⽔平低是⾏
业共性还是个体原因，如果是个体原因，需要从
资产周转和盈利性对资产报酬率差的原因进⾏分
析与改进（详⻅5.2总资产报酬率），如果为⾏业
共性，可以考虑在维持现有盈利的基础上，进⼊
⾼回报⾏业。投融通演⽰相较于2019年资产质量
降低，需要从周转率和盈利性⻆度分析股东回报
下降原因，并进⾏决策和管理的改善。
总资产报酬率变动与差异的背后是资产结构和资
产质量的变动和差异，需要对占⽐⾼或质量变动
⼤的资产进⾏进⼀步分析（详⻅5.2总资产报酬
率）。

2020年投融通演⽰权益乘数1.29倍，较2019年提
⾼0.05倍，股东权益撬动资产的能⼒基本稳定。2
020年南玻A权益乘数1.29倍，投融通演⽰股权权
益撬动资产的能⼒低于南玻A。
权益乘数变动与差异的背后受公司占⽤其他⽅资
⾦和贷款需求与能⼒的影响，需要对其负债结构
与偿债⻛险进⾏进⼀步分析。

2020年投融通演⽰ROE1.65%，较2019年股东回报⽔平降低。投融通演⽰ROE的下滑主要来源于总资产报酬
率的下滑。
相较于2019年股东回报⽔平降低。

5.1�ROE⽔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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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投融通演⽰和南玻AROE

图5.1-2�投融通演⽰和南玻A总资产收益率

图5.1-3�投融通演⽰和南玻A权益乘数



2020年投融通演⽰总资产报酬率1.30%，较2019
年下滑，需要进⼀步分析导致总资产报酬率下滑
的背后是资产质量的恶化，还是资产结构的改
变。
2020年南玻A总资产报酬率4.50%，较2019年增
⻓，需要进⼀步分析导致总资产报酬率增⻓的背
后是资产质量的改善，还是资产结构的优化。

2020年投融通演⽰总资产报酬率1.30%，较2019年下滑，需要进⼀步分析导致总资产报酬率下滑的背后是资
产质量的恶化，还是资产结构的改变。

5.2�总资产报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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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投融通演⽰总资产结构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5.2-2�南玻A总资产结构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5.2-3�投融通演⽰与南玻A经营资产收益率

图5.2-4�投融通演⽰与南玻A投资资产收益率



从2020年12⽉31⽇投融通演⽰的负债及所有者权
益结构来看，公司的资本引⼊战略为均衡利⽤股
东⼊资、经营负债的并重驱动型。，经营性负债
规模快速增⻓
与2019年12⽉31⽇相⽐，经营性负债占⽐明显增
⻓，股东⼊资占⽐明显降低，公司在资⾦来源上
表现出经营性负债⽀撑度增加的趋势。

从2020年12⽉31⽇南玻A的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结
构来看，公司的资本引⼊战略为均衡利⽤利润积
累、⾦融负债、股东⼊资的并重驱动型。其中，
⾦融性负债规模快速降低。
与2019年12⽉31⽇相⽐，⾦融性负债占⽐明显降
低

投融通演⽰2020年12⽉31⽇少数股东权益总资产
占⽐-0.53%，较2019年12⽉31⽇减少39.81%个
百分点，少数股东权益总资产占⽐基本稳定。投
融通演⽰少数股东权益总资产占⽐与南玻A基本持
平。

从2020年12⽉31⽇投融通演⽰的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结构来看，公司的资本引⼊战略为均衡利⽤股东⼊资、
经营负债的并重驱动型。，经营性负债规模快速增⻓，公司在资⾦来源上表现出经营性负债⽀撑度增加的趋
势。
投融通演⽰2020年12⽉31⽇少数股东权益总资产占⽐-0.53%，较2019年12⽉31⽇占⽐基本稳定。投融通演
⽰少数股东权益总资产占⽐与南玻A基本持平。

5.3�权益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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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1�投融通演⽰资本结构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5.3-2�南玻A资本结构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5.3-3�投融通演⽰和南玻A少数股东权益占⽐



06经营活动

本章节对经营活动的盈利性和经营资产周转情况进⾏分析

盈利性
ROE拆解



2020年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报酬率15.52%。南玻
A2020年12⽉31⽇少数股东权益总资产占⽐2.2
5%，较2019年12⽉31⽇增加0.22个百分点，少
数股东权益总资产占⽐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报酬率⾼于南玻A10.15%5.3
7个百分点。
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报酬率⾼于南玻A，主要是由
于其更⾼的经营资产周转率导致的。

2020年投融通演⽰核⼼利润率13.44%。与2019
年相⽐，核⼼利润率上升4.96个百分点，增幅达5
8.56%，经营活动盈利性改善。
投融通演⽰核⼼利润率与南玻A基本持平。

2020年投融通演⽰经营资产周转率1.15次，较20
19年增加0.26次，增幅为29.10%，经营资产周转
效有所改善。
2020年南玻A经营资产周转率0.69次，投融通演
⽰经营资产周转速度⾼于南玻A。

2020年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报酬率15.52%。较2019年经营资产报酬率有所改善。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报酬
率⾼于南玻A10.15%5.37个百分点。
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报酬率⾼于南玻A，主要是由于其更⾼的经营资产周转率导致的。

6�经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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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投融通演⽰和南玻A经营资产收益率

图6-2�投融通演⽰和南玻A核⼼利润率

图6-3�投融通演⽰和南玻A经营资产周转率



投融通演⽰2020年较2019年核⼼利润的提⾼主要
源于⽑利率的提⾼。

投融通演⽰2020年较2019年核⼼利润的提⾼主要源于⽑利率的提⾼。

6.1�盈利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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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投融通演⽰和南玻A核⼼利润率

图6.1-2�投融通演⽰和南玻A核⼼利润率



投融通演⽰2020年⽑利率60.32%，与2019年相
⽐，⽑利率上升4.80个百分点，⽑利率改善。投
融通演⽰⽑利率明显⾼于南玻A0.30个百分点。
南玻A2020年⽑利率30.24%，与2019年相⽐，⽑
利率上升4.18个百分点，⽑利率改善。

投融通演⽰⽑利率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相对⾼⽑利
率产品“企业严选服务-城市拓展”收⼊占⽐和⽑
利率的双重提升带来的整体⽑利率的改善。

南玻A⽑利率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相对⾼⽑利率产
品“玻璃产业”收⼊占⽐和⽑利率的双重提升带
来的整体⽑利率的改善。

投融通演⽰2020年⽑利率60.32%，较2019年⽑利率改善。投融通演⽰⽑利率明显⾼于南玻A0.30个百分点。

6.1.1�⽑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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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1�投融通演⽰与南玻A⽑利率

图6.1.1-2�投融通演⽰分产品⽑利率

分产品名称 收⼊占⽐ 产品⽑利率 公司⽑利率贡献
培训辅导服务 63% 64% 40%

企业严选服务-城市拓
展

27% 49% 14%

营销服务 3% 59% 2%

图6.1.1-3�南玻A分产品⽑利率

分产品名称 收⼊占⽐ 产品⽑利率 公司⽑利率贡献
玻璃产业 82% 31% 26%

电⼦及显⽰器玻璃产
品

10% 31% 3%

太阳能 9% 16% 1%

未分配 2% ⸻ ⸻

内部抵消 -3% ⸻ ⸻



投融通演⽰2020年销售费⽤0.31亿元，较2019年
减少0.12亿元，降幅28.45%，销售费⽤迅速降
低。
南玻A2020年销售费⽤2.34亿元，较2019年减少
1.55亿元，降幅39.91%，销售费⽤迅速降低。

投融通演⽰2020年的销售费⽤主要是⼯资薪酬。
销售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资薪酬的减少。
南玻A2020年的销售费⽤主要是⼯资薪酬。销售
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仓储运输渠道费的减少。

投融通演⽰2020年销售费⽤率19.07%，较2019
年降低1.41个百分点，销售费⽤率基本稳定。投
融通演⽰销售费⽤率⾼于南玻A。
投融通演⽰较⾼的⽑利率可能与其较⾼的销售费
⽤有⼀定关系。
南玻A2020年销售费⽤率2.19%，较2019年降低1.
53个百分点，销售费⽤率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2020年销售费⽤0.31亿元，较2019年迅速降低。销售费⽤降低的同时，⽑利润减少，需要关注销
售费⽤的效益。
投融通演⽰2020年销售费⽤率19.07%，较2019年基本稳定。投融通演⽰销售费⽤率⾼于南玻A。投融通演
⽰较⾼的⽑利率可能与其较⾼的销售费⽤有⼀定关系。

6.1.2�销售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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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1�投融通演⽰销售费⽤及营业收⼊（亿元）

-23% -28%

图6.1.2-2�南玻A销售费⽤及营业收⼊（亿元）

2% -40%

图6.1.2-3�投融通演⽰及南玻A销售费⽤构成

图6.1.2-4�投融通演⽰及南玻A销售费⽤率与⽑利率



投融通演⽰2020年研发费⽤787.88万元，较2019
年减少102.34万元，研发费⽤有所降低。
2020年进⾏研发⽀出0.12亿元，较2019年增加18.
04万元，研发⽀出较为平稳。2020年研发投⼊占
营业收⼊7.41%，2019年5.61%，相较于营业收
⼊，研发投⼊较为稳定。相对于营收规模，投融
通演⽰研发⽀出⽐例⾼于南玻A。
南玻A2020年研发费⽤4.05亿元，较2019年增加
0.38亿元，研发费⽤有所增加。
2020年进⾏研发⽀出4.35亿元，较2019年减少62
4.31万元，研发⽀出较为平稳。2020年研发投⼊
占营业收⼊4.07%，2019年4.21%，相较于营业
收⼊，研发投⼊较为稳定。

投融通演⽰2020年研发费⽤率4.82%，较2019年
增加0.01个百分点，研发费⽤率基本稳定。南玻A
2020年研发费⽤率3.79%，投融通演⽰研发费⽤
率与南玻A基本持平。
投融通演⽰研发费⽤率⽔平较低，可能是公司所
处⾏业对研发费⽤依赖度较低，或公司对研发投
⼊重视不⾜。需要进⼀步结合⾏业研发投⼊情况
进⾏分析，必要时增加研发投⼊获得未来的可持
续增⻓性与竞争⼒。
南玻A2020年研发费⽤率3.79%，较2019年增加0.
00个百分点，研发费⽤率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2020年研发⽀出费⽤化⽐例是65.0
5%。
南玻A2020年研发⽀出费⽤化⽐例是93.14%。

投融通演⽰2020年研发⽀出0.12亿元，较2019年较为平稳。其中2020年研发费⽤787.88万元，较2019年有
所降低。2020年研发费⽤率4.82%，较2019年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研发费⽤率⽔平较低，可能是公司所处⾏业对研发费⽤依赖度较低，或公司对研发投⼊重视不
⾜。

6.1.3�研发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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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1�投融通演⽰研发费⽤及营业收⼊（亿元）

-23% -11%

图6.1.3-2�南玻A研发费⽤及营业收⼊（亿元）

2% 10%

图6.1.3-3�投融通演⽰及南玻A研发费⽤率与⽑利率

图6.1.3-4�投融通演⽰及南玻A研发⽀出构成



投融通演⽰2020年发⽣管理费⽤0.45亿元，较20
19年减少524.62万元，管理费⽤有所降低。
南玻A2020年发⽣管理费⽤6.67亿元，较2019年
增加0.64亿元，管理费⽤有所增加。

投融通演⽰2020年的管理费⽤最⼤的⽀出是办公
招待差旅及其他管理费⽤，此外⼯资薪酬也占⽐
较⼤。管理费⽤减少的主原因是办公招待差旅及
其他管理费⽤的减少。
南玻A2020年的管理费⽤最⼤的⽀出是⼯资薪
酬，此外办公招待差旅及其他管理费⽤也占⽐较
⼤。管理费⽤增加的主原因是办公招待差旅及其
他管理费⽤的增加。
投融通演⽰2020年管理费⽤率27.25%，较2019
年增加3.84%个百分点，管理费⽤率有所增加。
相较于营业收⼊，管理费⽤⽀出增加，管理费⽤
效率降低，需要主要对管理费⽤的⽀出合理性进
⾏分析，通过预算管理实现控费。管理费⽤中职
⼯薪酬占营业收⼊的⽐例为11.82%，与2019年相
⽐，职⼯薪酬效率降低，需要对企业的⼈⼒资源
战略与政策进⾏梳理，通过改善激励政策等⽅
式，实现⼈⼒效率提⾼。投融通演⽰管理费⽤率
⾼于南玻A。
南玻A2020年管理费⽤率6.25%，较2019年增加0.
50%个百分点 管理费⽤率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2020年发⽣管理费⽤0.45亿元，较2019年有所降低。管理费⽤最⼤的⽀出是办公招待差旅及其他
管理费⽤，此外⼯资薪酬也占⽐较⼤。
投融通演⽰2020年管理费⽤率27.25%，较2019年有所增加，需要关注管理费⽤的效率问题。管理费⽤中职
⼯薪酬占营业收⼊的⽐例为11.82%，与2019年相⽐，职⼯薪酬效率降低，需要关注⼈⼒效率的问题。投融
通演⽰管理费⽤率⾼于南玻A。

6.1.4�管理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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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1�投融通演⽰管理费⽤及营业收⼊（亿元）

-23% -11%

图6.1.4-2�南玻A管理费⽤及营业收⼊（亿元）

2% 11%

图6.1.4-3�投融通演⽰及南玻A管理费⽤构成

图6.1.4-4�投融通演⽰及南玻A管理费⽤率



投融通演⽰2020年发⽣税⾦及附加56.67万元，较
2019年减少16.63万元，税⾦及附加迅速降低。
南玻A2020年发⽣税⾦及附加1.22亿元，较2019
年增加608.48万元，税⾦及附加有所增加。

投融通演⽰2020年税⾦及附加率0.35%，较2019
年增加0.00%个百分点，税⾦及附加率基本稳
定。
南玻A2020年税⾦及附加率1.14%，较2019年增
加0.04%个百分点，税⾦及附加率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2020年发⽣税⾦及附加56.67万元，较2019年加迅速降低。投融通演⽰2020年税⾦及附加率0.3
5%，较2019年基本稳定。

6.1.5�税⾦及附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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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1�投融通演⽰税⾦及附加及营业收⼊（亿元）

-23% -23%

图6.1.5-2�南玻A税⾦及附加及营业收⼊（亿元）

2% 5%

图6.1.5-3�投融通演⽰及南玻A税⾦及附加率



投融通演⽰2020年发⽣财务费⽤-753.98万元，较
2019年减少460.25万元。投融通演⽰2020年财务
费⽤率-4.61%，较2019年减少0.03个百分点，财
务费⽤对盈利能⼒消耗减少。投融通演⽰财务费
⽤率低于南玻A。
南玻A2020年发⽣财务费⽤2.24亿元，较2019年
减少�0.66亿元，财务费⽤迅速减少。南玻A2020
年财务费⽤率2.10%，较2019年减少0.01个百分
点，财务费⽤对盈利能⼒消耗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2020年发⽣财务费⽤-753.98万元，较2019年减少460.25万元。2020年财务费⽤率-4.61%，较20
19年对盈利的消耗减少。投融通演⽰财务费⽤率低于南玻A。

6.1.6�财务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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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1�投融通演⽰财务费⽤及营业收⼊（亿元）

-23% ⸺

图6.1.6-2�南玻A财务费⽤及营业收⼊（亿元）

2% -23%

图6.1.6-3�投融通演⽰财务费⽤构成（亿元）

财务费⽤构成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利息⽀出 ⸻ ⸻ ⸻

利息收⼊ ⸻ ⸻ ⸻

汇兑损益 ⸻ ⸻ ⸻

其他 -0.03 -0.03 -0.08

财务费⽤合计 -0.03 -0.03 -0.08

图6.1.6-4�南玻A财务费⽤构成（亿元）

财务费⽤构成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利息⽀出 4.02 3.29 2.82

利息收⼊ 0.62 0.37 0.53

汇兑损益 -0.05 -0.03 -0.02

其他 0.15 0.02 -0.03

财务费⽤合计 3.49 2.90 2.24



2020年投融通演⽰经营资产周转率1.15次，较20
19年增加0.26次，增幅为29.10%，经营资产周转
效有所改善。
2020年南玻A经营资产周转率0.69次，投融通演
⽰经营资产周转速度⾼于南玻A。

投融通演⽰在经营资产配置上，商业债权占⽐最
⼤，占⽐68.96%。
经营资产规模基本稳定，其中，⽆形资产类资产
快速增⻓，其他经营性资产快速减少。
与2019年12⽉31⽇相⽐，商业债权占⽐明显增
加，⽆形资产类资产明显增加，其他经营性资产
明显降低，投融通演⽰在资产配置上表现出向倾
斜的趋势。
南玻A在经营资产配置上，固定资产占⽐最⼤，占
⽐59.66%。
经营资产规模基本稳定，其中

2020年投融通演⽰经营资产周转率1.15次，较2019年经营资产周转效有所改善。

6.2�经营资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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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投融通演⽰及南玻A经营资产周转率变动

图6.2-2�投融通演⽰经营资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6.2-3�南玻A经营资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存货。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存货占经营资产的0.
00%，较2019年12⽉31⽇⽆变化。
投融通演⽰经营资产对存货的配置⽐例明显低于
南玻A。

2020年12⽉31⽇南玻A存货8.15亿元，较2019年1
2⽉31⽇，增加283.46万元，增速0.00，存货规模
基本稳定。
2020年12⽉31⽇南玻A存货占经营资产的5.3
2%，较2019年12⽉31⽇增加0.14个百分点，经
营资产中存货的配置⽐例基本稳定。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存货。存货占经营资产的0.00%，较2019年12⽉31⽇经营资产中存货的配置
⽐例基本稳定。

6.2.1�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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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1�投融通演⽰存货及其经营资产占⽐

⸺

图6.2.1-2�南玻A存货及其经营资产占⽐

0%

图6.2.1-3�投融通演⽰存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6.2.1-4�南玻A存货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投融通演⽰⽆存货。
2020年南玻A存货周转率13.11次。

2020年投融通演⽰存货跌价损失⽆数据。
2020年南玻A存货跌价损失971.29万元，占核⼼
利润的0.62%。
南玻A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的1.44%。

投融通演⽰⽆存货。

6.2.1�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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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5�投融通演⽰及南玻A存货周转率

图6.2.1-6�投融通演⽰存货周转率及⽑利率变动

图6.2.1-7�投融通演⽰存货跌价损失及其核⼼利润占⽐

图6.2.1-8�投融通演⽰存货跌价损失及其核⼼利润占⽐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商业债权0.77亿元，
较2019年12⽉31⽇，增加0.11亿元，增速17.4
8%，商业债权规模扩张。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商业债权占经营资产
的68.96%，较2019年12⽉31⽇增加31.09个百分
点，经营资产中商业债权的配置⽐例明显提⾼。
投融通演⽰经营资产对商业债权的配置⽐例明显
⾼于南玻A。

2020年12⽉31⽇南玻A商业债权13.58亿元，较20
19年12⽉31⽇，增加0.75亿元，增速5.82%，商
业债权规模扩张。
2020年12⽉31⽇南玻A商业债权占经营资产的8.8
6%，较2019年12⽉31⽇增加0.68个百分点，经
营资产中商业债权的配置⽐例基本稳定。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商业债权的主要构
成是合同资产。
投融通演⽰2020年12⽉31⽇较2019年12⽉31⽇商
业债权规模的增⻓主要是源于合同资产的扩张。

2020年12⽉31⽇，南玻A商业债权的主要构成是
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商业债权0.77亿元，较2019年12⽉31⽇规模扩张。商业债权占经营资产的68.9
6%，较2019年12⽉31⽇经营资产中商业债权的配置⽐例明显提⾼。
2020年12⽉31⽇商业债权的主要构成是合同资产。

6.2.2�商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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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2-1�投融通演⽰商业债权及其经营资产占⽐

17%

图6.2.2-2�南玻A商业债权及其经营资产占⽐

6%

图6.2.2-3�投融通演⽰商业债权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6.2.2-4�南玻A商业债权构成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2020年投融通演⽰商业债权周转率2.31次，较20
19年减少90.85%次，降幅28.26%，商业债权周
转速度有所降低。
2020年南玻A商业债权周转率8.08次，投融通演
⽰商业债权周转速度低于南玻A。
投融通演⽰商业债权周转率的下滑可能源于商业
模式的变动，或赊销及预付政策的主动改变，或
上下游资⾦管理效率和议价能⼒的变动。需要加
强供应链及账期的管理能⼒，减少商业债权对资
⾦的占⽤。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年内应收账款占应
收账款的20.77%，较2019年12⽉31⽇减少60.90
个百分点，⼀年内应收账款占⽐有所减少。
2020年12⽉31⽇南玻A⼀年内应收账款占应收账
款的90.05%，投融通演⽰⼀年内应收账款占⽐低
于南玻A。
⼀年内应收账款占⽐越⼩，反应公司应收账款中
账期超过⼀年的应收账款越多，⽽应收账款账期
越⻓，其坏账的⻛险也会有所增加，投融通演⽰
应收账款中超过30%账期超过⼀年，应收账款质
量存疑，需要关注应收账款的管理。

2020年投融通演⽰商业债权减值损失15.64万元，
较2019年减少309.78万元，增速-95.19%，商业
债权减值损失缩⼩。
2020年南玻A商业债权减值损失572.26万元，占
核⼼利润的0.36%，投融通演⽰商业债权减值损
失对经营活动利润的影响与南玻A基本持平。
南玻A商业债权减值准备占商业债权的{mval('DB_
JY_BS_SZ_32','C-0',src='comp')_(对标)}。

2020年投融通演⽰商业债权周转率2.31次，较2019年商业债权周转速度有所降低。2020年商业债权减值损
失15.64万元，较2019年商业债权减值损失缩⼩。
商业债权质量表现出负⾯信号，需要予以⼀定的关注。

6.2.2�商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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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2-5�投融通演⽰及南玻A商业债权周转率

图6.2.2-6�投融通演⽰及南玻A1年内应收账款占⽐

图6.2.2-7�投融通演⽰坏账损失及其核⼼利润占⽐

图6.2.2-8�南玻A坏账损失及其核⼼利润占⽐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固定资产338.73万
元，较2019年12⽉31⽇，减少16.04万元，增速-
4.52%，固定资产规模基本稳定。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固定资产占经营资产
的3.05%，较2019年12⽉31⽇增加0.99个百分
点，经营资产中固定资产的配置⽐例基本稳定。
投融通演⽰经营资产对固定资产的配置⽐例明显
低于南玻A。

2020年12⽉31⽇南玻A固定资产91.46亿元，较20
19年12⽉31⽇，减少6.37亿元，增速-6.52%，固
定资产规模收缩。
2020年12⽉31⽇南玻A固定资产占经营资产的59.
66%，较2019年12⽉31⽇减少2.68个百分点，经
营资产中固定资产的配置⽐例降低。

针对固定资产，还可以进⼀步对其结构进⾏分
析，⼀⽅⾯分析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于哪
些⽅⾯，包括产能建设、信息系统建设、不直接
影响产能的办公建设等，另⼀⽅⾯分析公司固定
资产的配置变动是否会对产能重要影响。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固定资产338.73万元，较2019年12⽉31⽇，增加16.04万元，增速-4.52%，固定
资产规模基本稳定。2020年12⽉31⽇固定资产占经营资产的3.05%，较2019年12⽉31⽇经营资产中固定资
产的配置⽐例基本稳定。投融通演⽰经营资产对固定资产的配置⽐例明显低于南玻A。

6.2.3�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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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3-1�投融通演⽰固定资产及其经营资产占⽐

⸺

图6.2.3-2�南玻A固定资产及其经营资产占⽐

⸺

图6.2.3-3�投融通演⽰固定资产构成

固定资产项⽬ 2019期末账⾯价值 账⾯价值 账⾯原值
房屋及建筑物 ⸻ ⸻ ⸻

机器设备 ⸻ ⸻ ⸻

运输⼯具 0.00 0.01 0.02

电⼦设备及其他 0.03 0.02 0.07

合计 0.04 0.03 0.09

图6.2.3-4�南玻A固定资产构成

固定资产项⽬ 2019期末账⾯价值 账⾯价值 账⾯原值
房屋及建筑物 295.44 290.03 393.59

机器设备 682.02 622.70 1201.00

运输⼯具 ⸻ ⸻ ⸻

电⼦设备及其他 0.84 1.83 24.01

合计 978.30 914.56 1618.59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固定资产原值868.57
万元，较2019年12⽉31⽇，减少None，增速-11.
51%，固定资产原值规模收缩。
2020年投融通演⽰固定资产原值周转率17.67次，
较2019年减少25.68次，降幅59.23%，固定资产
原值周转速度有所降低。
2020年南玻A固定资产原值周转率0.66次，投融
通演⽰固定资产原值周转速度⾼于南玻A。
投融通演⽰固定资产原值周转率的下滑可能源于
商业模式的变动，或短期的暂时性下滑，或固定
资产的投资和管理效率的降低，需要进⼀步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与管理效率的下滑原因，提⾼固定
资产的投资与管理效率。

2020年投融通演⽰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数据。
投融通演⽰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占⽐低于南玻A（0.
00%）。

投融通演⽰固定资产原值规模收缩。2020年固定资产原值周转率17.67次，较2019年有所降低。

6.2.3�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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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3-5�投融通演⽰固定资产原值及其周转率

-12%

图6.2.3-6�南玻A固定资产原值及其周转率

2%

图6.2.3-7�投融通演⽰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及其核⼼利润占

⽐

图6.2.3-8�南玻A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及其核⼼利润占⽐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在建⼯程。
投融通演⽰经营资产对在建⼯程的配置⽐例明显
低于南玻A。

2020年12⽉31⽇南玻A在建⼯程18.93亿元，较20
19年12⽉31⽇，减少875.94万元，增速-0.46%，
在建⼯程规模基本稳定。
2020年12⽉31⽇南玻A在建⼯程占经营资产的12.
35%，较2019年12⽉31⽇增加0.23个百分点，经
营资产中在建⼯程的配置⽐例基本稳定。

2020年投融通演⽰在建⼯程减值损失⽆数据。
南玻A在建⼯程减值准备占在建⼯程的25.24%。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在建⼯程。

6.2.4�在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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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1�投融通演⽰在建⼯程及其经营资产占⽐

⸺

图6.2.4-2�南玻A在建⼯程及其经营资产占⽐

-0%

图6.2.4-3�投融通演⽰在建⼯程减值损失及其核⼼利润占

⽐

图6.2.4-3�投融通演⽰在建⼯程减值损失及其核⼼利润占

⽐



投融通演⽰⽆其他产能类资产。

2020年12⽉31⽇，南玻A其他产能类资产的主要
构成是投资性房地产占⽐。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投资性房地产。

投融通演⽰⽆其他产能类资产。

6.2.5�其他产能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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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1�投融通演⽰其他产能类资产经营资产占⽐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6.2.5-2�南玻A其他产能类资产经营资产占⽐

内圈：2019期末�外圈：2020期末
图6.2.5-3�投融通演⽰及南玻A投资性房地产周转率

图6.2.5-4�投融通演⽰及南玻A投资性房地产减值核⼼利润

占⽐



2020年12⽉31⽇投融通演⽰⽆⽣产性⽣物资产。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油⽓资产。

投融通演⽰⽆其他产能类资产。

6.2.5�其他产能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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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5�投融通演⽰及南玻A⽣产性⽣物资产周转率

图6.2.5-6�投融通演⽰及南玻A⽣产性⽣物资产减值核⼼利

润占⽐

图6.2.5-7�投融通演⽰及南玻A油⽓资产周转率

图6.2.5-8�投融通演⽰及南玻A油⽓资产减值核⼼利润占⽐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形资产（含开发⽀
出）0.12亿元，较2019年12⽉31⽇，增加351.16
万元，增速41.17%，⽆形资产（含开发⽀出）规
模快速扩张。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形资产（含开发⽀
出）占经营资产的10.84%，较2019年12⽉31⽇
增加5.89个百分点，经营资产中⽆形资产（含开
发⽀出）的配置⽐例明显提⾼。
投融通演⽰经营资产对⽆形资产（含开发⽀出）
的配置⽐例⾼于南玻A。

2020年12⽉31⽇南玻A⽆形资产（含开发⽀出）1
1.89亿元，较2019年12⽉31⽇，增加0.59亿元，
增速5.20%，⽆形资产（含开发⽀出）规模扩
张。
2020年12⽉31⽇南玻A⽆形资产（含开发⽀出）
占经营资产的7.76%，较2019年12⽉31⽇增加0.5
5个百分点，经营资产中⽆形资产（含开发⽀出）
的配置⽐例基本稳定。

针对⽆形资产（含开发⽀出），还可以进⼀步对
其结构进⾏分析，⼀⽅⾯分析公司的⽆形资产
（含开发⽀出）投资主要⽤于哪些⽅⾯，包括⼟
地使⽤权、商标权、专利权、⾮专利技术等，另
⼀⽅⾯分析公司⽆形资产（含开发⽀出）的配置
变动是否会对产⽣重要影响。

2020年12⽉31⽇投融通演⽰⽆形资产（含开发⽀出）0.12亿元，较2019年12⽉31⽇，增加351.16万元，增
速41.17%，⽆形资产（含开发⽀出）规模快速扩张。2020年12⽉31⽇⽆形资产（含开发⽀出）占经营资产
的10.84%，较2019年12⽉31⽇经营资产中⽆形资产（含开发⽀出）的配置⽐例明显提⾼。投融通演⽰经营
资产对⽆形资产（含开发⽀出）的配置⽐例⾼于南玻A。

6.2.6�⽆形资产（含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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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6-1�投融通演⽰⽆形资产（含开发⽀出）及其经营

资产占⽐
41%

图6.2.6-2�南玻A⽆形资产（含开发⽀出）及其经营资产占

⽐
5%

图6.2.6-3�投融通演⽰⽆形资产构成

⽆形资产项⽬ 账⾯价值 账⾯价值占⽐ 账⾯原值
专利技术 ⸻ 0.00% ⸻

⾮专利技术 ⸻ 0.00% ⸻

商标权 ⸻ 0.00% ⸻

特许经营权 ⸻ 0.00% ⸻

⼟地及房屋使⽤权 0.00 0.00% 0.00

其他 0.10 100.00% 0.21

合计 0.10 100.00% 0.21

图6.2.6-4�南玻A⽆形资产构成

⽆形资产项⽬ 账⾯价值 账⾯价值占⽐ 账⾯原值
专利技术 2.38 20.87% 4.12

⾮专利技术 ⸻ 0.00% ⸻

商标权 ⸻ 0.00% ⸻

特许经营权 ⸻ 0.00% ⸻

⼟地及房屋使⽤权 8.97 78.73% 11.05

其他 0.05 0.40% 0.46

合计 11.40 100.00% 15.63



2020年投融通演⽰⽆形资产（含开发⽀出）周转
率15.90次，较2019年减少8.95次，降幅36.0
3%，⽆形资产（含开发⽀出）周转速度有所降
低。
2020年南玻A⽆形资产（含开发⽀出）周转率9.2
0次，投融通演⽰⽆形资产（含开发⽀出）周转速
度⾼于南玻A。
投融通演⽰⽆形资产（含开发⽀出）周转率的下
滑可能源于⽆形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暂时性
下滑，也可能是由于⽆形资产本⾝的⽆效扩张⽆
法给公司带来经济价值，需要进⼀步分析⽆形资
产周转率的下滑原因以及⽆形资产的质量，加强
⽆形资产的投资与管理效率，警惕⽆形资产的⽆
效扩张。

2020年投融通演⽰⽆形资产（含开发⽀出）减值
损失⽆数据。
南玻A⽆形资产（含开发⽀出）减值准备占⽆形资
产（含开发⽀出）的1.15%。

2020年投融通演⽰⽆形资产（含开发⽀出）周转率15.90次，较2019年有所降低。⽆形资产（含开发⽀出）
规模的快速扩张伴随着周转率的下滑，需要警惕⽆形资产的⽆效扩张。

6.2.6�⽆形资产（含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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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6-5�投融通演⽰及南玻A⽆形资产（含开发⽀出）周

转率

图6.2.6-6�投融通演⽰⽆形资产（含开发⽀出）减值损失

及其核⼼利润占⽐

图6.2.6-7�南玻A⽆形资产（含开发⽀出）减值损失及其核

⼼利润占⽐



07投资活动

本章节对经营活动的盈利性和经营资产周转情况进⾏分析

投资活动资⾦去向
产能建设
战略性股权投资
理财等股权投资
并购专题



2020年投融通演⽰投资活动资⾦流出3.73亿元，
较2019年减少1.43亿元，投资现⾦流出快速减
少，降幅27.70%。2018年到本期投资活动累计资
⾦流出15.34亿元。
2020年南玻A投资活动资⾦流出12.30亿元，较20
19年增加4.59亿元，投资现⾦流出快速增加，增
幅59.54%。2018年到本期投资活动累计资⾦流出
28.14亿元。

投融通演⽰2020年的投资活动资⾦流出，集中在
其他投资，占⽐90.31%。
投融通演⽰2018年到本期的投资活动资⾦流出，
集中在其他投资，占⽐92.35%。
南玻A2020年的投资活动资⾦流出，集中在产能
建设，占⽐90.34%。
南玻A2018年到本期的投资活动资⾦流出，集中
在产能建设，占⽐89.62%。

2020年投融通演⽰投资活动资⾦流出3.73亿元，较2019年快速减少，2018年到本期投资活动累计资⾦流出1
5.34亿元。
2020年投融通演⽰投资活动资⾦主要流向其他投资。2018年到本期主要流向其他投资。

7.1�投资活动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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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投融通演⽰投资活动资⾦流出规模

图7.1-2�南玻A投资活动资⾦流出规模

图7.1-3�投融通演⽰投资活动资⾦流出去向

图7.1-4�南玻A投资活动资⾦流出去向



2020年投融通演⽰产能投⼊564.34万元，处置2.2
8万元，折旧摊销损耗0.11亿元，新增净投⼊-49
9.06万元，与期初经营性资产规模相⽐，扩张性
资本⽀出⽐例-41.32%，产能有所收缩。

2020年南玻A产能投⼊11.11亿元，处置188.71万
元，折旧摊销损耗9.24亿元，新增净投⼊1.84亿
元，与期初经营性资产规模相⽐，扩张性资本⽀
出⽐例1.44%，产能以维持和更新换代为主。

较2019年，投融通演⽰扩张性资本⽀出⽐例有所
下滑。
与南玻A相⽐，投融通演⽰扩张性资本⽀出⽐例较
低。

投融通演⽰扩张性资本⽀出⽐例-41.32%，产能有所收缩，较2019年有所下滑，低于南玻A。
需要进⼀步结合⾏业趋势、公司战略及公司资源能⼒，对公司的产能扩张⽔平的合理性进⾏分析。

7.2�产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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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投融通演⽰⻓期经营性资产扩张情况（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投⼊ 0.10 0.13 0.06

处置 0.00 0.00 0.00

损耗 0.00 0.15 0.11

净投⼊ 0.10 -0.02 -0.05
期初⻓期经营
性资产

⸻ 0.12 0.12

扩张性资本⽀
出⽐例

⸻ -18.13% -41.32%

图7.2-2�对标⻓期经营性资产扩张情况（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投⼊ 6.96 7.15 11.11

处置 0.04 0.01 0.02

损耗 10.19 9.74 9.24

净投⼊ -3.27 -2.59 1.84
期初⻓期经营
性资产

⸻ 136.00 128.15

扩张性资本⽀
出⽐例

⸻ -1.91% 1.44%

图7.2-3�投融通演⽰及南玻A⻓期资产扩张性资本⽀出⽐例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期股权投资0.64亿
元，与2019年12⽉31⽇相⽐，⻓期股权投资增加
0.26亿元，⻓期股权投资规模快速增⻓，⻓期股
权投资增速69.08%。
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期股权投资的配置明
显⾼于南玻A。

2020年12⽉31⽇南玻A⻓期股权投资总资产占⽐
0.00%，较2019年12⽉31⽇增加0.00个百分点，
⻓期股权投资总资产占⽐基本稳定。

通过对2020年12⽉31⽇的⻓期股权投资的明细进
⾏分析，了解其在⻓期股权投资⽅⾯的主要配置
情况，选取期末余额前⼗⼤⻓期股权投资项⽬进
⾏列⽰。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期股权投资0.64亿元，与2019年12⽉31⽇相⽐，规模快速增⻓。⻓期股权投
资总资产占⽐13.20%，较2019年12⽉31⽇明显增加。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期股权投资的配置明显⾼
于南玻A。

7.3�战略性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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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1�投融通演⽰⻓期股权投资及其总资产占⽐

44%

图7.3-2�南玻A⻓期股权投资及其总资产占⽐

⸺

图7.3-3�南玻A近三年主要新增⻓期股权投资明细

项⽬名称 初始计量 期末余额



2020年投融通演⽰⻓期股权投资收益率0.18%，
⻓期股权投资实现扭亏。

2020年投融通演⽰投资收益获现率为83.30%。

2020年投融通演⽰⻓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404.68
万元，核⼼利润占⽐18.41%，对利润的影响有
限。
2020年南玻A⻓期股权投资未发⽣减值。
2020年投融通演⽰⻓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占⻓期
股权投资5.99%，⻓期股权投资发⽣⼀定⽐例减
值。

2020年投融通演⽰⻓期股权投资收益率0.18%，⻓期股权投资实现扭亏。2020年投融通演⽰投资收益获现率
为83.30%。
发⽣⻓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404.68万元，对利润的影响较⼩。

7.3�战略性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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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4�投融通演⽰及南玻A⻓期股权投资投资收益率

图7.3-5�投融通演⽰及南玻A投资收益获现率

图7.3-6�投融通演⽰⻓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及其核⼼利润

占⽐

图7.3-7�南玻A⻓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及其核⼼利润占⽐



2020年投融通演⽰投资⽀付的现⾦0.30亿元，收
回投资收到的现⾦0.00元。

2020年南玻A投资⽀付的现⾦0.00%，收回投资收
到的现⾦0.00%。

2020年12⽉31⽇投融通演⽰⾦融性投资884.69万
元，与2019年12⽉31⽇相⽐，⾦融性投资减少95
6.10万元，⾦融性投资规模快速下滑，⾦融性投
资增速-51.94%。
2020年12⽉31⽇投融通演⽰⾦融性投资总资产占
⽐1.84%，较2019年12⽉31⽇减少2.11个百分
点，⾦融性投资总资产占⽐减少。
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融性投资的配置⾼于
南玻A。
⾦融性投资总资产占⽐0.00%，较2020年09⽉30
⽇增加0.00个百分点，⾦融性投资总资产占⽐基
本稳定。

2020年12⽉31⽇投融通演⽰⾦融性投资884.69万元，与2019年12⽉31⽇相⽐，规模快速下滑。⾦融性投资
总资产占⽐1.84%，较2019年12⽉31⽇减少。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融性投资的配置⾼于南玻A。

7.4�理财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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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1�投融通演⽰理财等投资现⾦流出与流⼊（亿元）

图7.4-2�南玻A理财等投资现⾦流出与流⼊（亿元）

图7.4-3�投融通演⽰理财等投资性资产及其总资产占⽐

-52%

图7.4-4�南玻A理财等投资性资产及其总资产占⽐

⸺



2020年投融通演⽰理财等投资性资产收益率-58.0
0%，理财等投资性资产亏损。
南玻A⽆理财等投资性资产。
投融通演⽰理财等投资性资产亏损。需要找到亏
损项⽬并对其亏损原因进⾏进⼀步分析，提⾼理
财等投资性资产的管理能⼒，实现扭亏；必要时
放弃亏损项⽬，尽可能回收资⾦，及时⽌损。

2020年投融通演⽰理财等投资性资产未发⽣减
值。
2020年南玻A理财等投资性资产未发⽣减值。

2020年投融通演⽰理财等投资性资产收益率-58.00%，理财等投资性资产亏损。
理财等投资性资产未发⽣减值。

7.4�理财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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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5�投融通演⽰及南玻A理财等投资性资产收益率

图7.4-6�投融通演⽰理财等投资性资产减值损失及其核⼼

利润占⽐

图7.4-7�南玻A⻓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及其核⼼利润占⽐



2020年12⽉31⽇投融通演⽰⻓期股权投资0.64亿元，与2019年12⽉31⽇相⽐，规模快速增⻓。⻓期股权投
资总资产占⽐13.20%，较2019年12⽉31⽇明显增加。投融通演⽰资产配置上对⻓期股权投资的配置明显⾼
于南玻A。

7.5�并购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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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1�南玻A近三年并购事件

并购标的 时间 领域 对价 ⽀付⽅式 商誉 PB PE
有⽆业绩承

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7.5-2�南玻A近三年并购事件商誉⻛险

并购标的 商誉原值 承诺业绩 实际业绩 期初账⾯ 当期减值 期末账⾯
⸻ ⸻ ⸻ ⸻ ⸻ ⸻ ⸻

⸻ ⸻ ⸻ ⸻ ⸻ ⸻ ⸻

⸻ ⸻ ⸻ ⸻ ⸻ ⸻ ⸻



08筹资活动

本章节对经营活动的盈利性和经营资产周转情况进⾏分析

盈利性
ROE拆解



2020年投融通演⽰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资⾦净流
⼊0.68亿元，⽆资⾦缺⼝。
2018年到本期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累计资⾦净流
⼊0.58亿元，⽆资⾦缺⼝。

2020年南玻A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资⾦净流⼊19.
41亿元，⽆资⾦缺⼝。
2018年到本期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累计资⾦净流
⼊49.38亿元，⽆资⾦缺⼝。

2020年投融通演⽰筹资活动现⾦流⼊0.00元，其
中股权流⼊0.00元，债权流⼊0.00元，债权净流
出0.00元。

2020年南玻A筹资活动现⾦流⼊44.23亿元，其中
股权流⼊0.00元，债权流⼊42.69亿元，债权净流
出7.55亿元，公司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产⽣现⾦
流富余，公司开始进⾏历史债务的偿还。

2020年投融通演⽰筹资活动现⾦流⼊0.00元，其中股权流⼊0.00元，债权流⼊0.00元，债权净流出0.00元。

8.1�筹资活动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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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投融通演⽰经营与投资活动资⾦缺⼝

图8.1-2�南玻A经营与投资活动资⾦缺⼝

图8.1-3�投融通演⽰筹资现⾦流⼊构成

图8.1-4�南玻A筹资现⾦流⼊构成



2020年12⽉31⽇投融通演⽰短期有息负债占货币
资⾦的⽐例0.00%，较2019年12⽉31⽇⽆变化。
2020年12⽉31⽇南玻A短期有息负债占货币资⾦
的⽐例60.23%，投融通演⽰短期偿债压⼒⼩于南
玻A。

南玻A贷款年化成本5.76%，投融通演⽰资⾦成本
低于南玻A。

2020年投融通演⽰利息占经营活动净现⾦流的0.0
0%，较2019年基本稳定。2020年南玻A利息占经
营活动净现⾦流的10.01%，投融通演⽰付息压⼒
⼩于南玻A。

2020年投融通演⽰利息占经营活动净现⾦流的0.00%，较2019年付息压⼒基本稳定。

8.2�筹资活动⻛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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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1�投融通演⽰及南玻A⾦融资产负债率

图8.2-2�投融通演⽰及南玻A货币充⾜度

图8.2-3�投融通演⽰及南玻A资⾦成本

图8.2-4�投融通演⽰及南玻A经营活动现⾦流付息⽐例



09资本运作专栏

本章节对经营活动的盈利性和经营资产周转情况进⾏分析

盈利性
ROE拆解



9.1�增发与可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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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1�南玻A近五年增发情况

增发公告⽇ ⽅案进度
发⾏价格
（亿元）

发⾏数量
（万股）

筹集资⾦ 发⾏对象 增发类型
发⾏市盈率
（摊薄）

图9.1-2�南玻A近五年可转债情况

预案公告⽇ ⽅案进度
发⾏价格
（万元）

发⾏数量
（万张）

是否可转债
债券期限
（年）

利率（%） 初始转股价格



9.2�股权激励与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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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1�南玻A近五年股权激励情况

预案公告⽇ 激励标的 ⽅案进度
激励总数

（万股/万份）

激励数量占
当前总股本
⽐例

期权初始⾏
权价格（股
票转让价格）

授权⽇与⾸
次可⾏权⽇
间隔时间

⽬标利润

图9.2-2�南玻A近五年回购情况

公告⽇期 回购进度 回购⽬的
预计回购股
份总数

已回购数量
占预计回购
股份⽐例

已回购⾦额
占预计回购
资⾦⽐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股东增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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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3�股东增减持⼀览

股东 股东类型 公告时间 增持/减持
增减持前
持股⽐例

增减持⽐
例

增减持后
持股⽐例

平均股价
增减持总
⾦额（估）

⸻ ⸻ ⸻ ⸻ ⸻ ⸻ ⸻ ⸻ ⸻

⸻ ⸻ ⸻ ⸻ ⸻ ⸻ ⸻ ⸻ ⸻



免责声明

“eEx投融通”智能诊断系统所采⽤的数据信息来源于企业⾃⾏提

供的资料和公开渠道可获取的⾏业或企业信息和数据，并基于前述资料

属实、合法的假设出具本诊断报告。“eEx投融通”智能诊断系统对前

述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不承担实质审核的义务和责任。“eEx投融

通”智能诊断系统形成或出具的诊断报告仅作为企业内部参考，不具备

企业决策或决定的依据或证据。“eEx投融通”智能诊断系统及运营⽅

不承担因依赖本诊断报告⽽采取⾏动所导致的任何损失及⼀切法律责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