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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具体情况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积极推进公司各项工作的进行，加强公

司内部控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全面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经营，先就公司董事

会 2017年工作情况做出如下报告： 

 

一、2017 年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公司通过持续加强在品牌营销、产品及技术研发、大规模柔性化生产制造、

销售渠道、O2O营销模式、配套家居产品等方面的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532,344.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23%；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004.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74%。公司资产质量良好，财务状况健康。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品牌营销 

2017年3月7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借助上市契机，公司开

展了一系列品牌营销活动，促进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1）32项媒体传播为公司上市营造最大声势，投放品牌户外广告抢占全国

核心枢纽； 

（2）“尚品宅配”品牌全年共举办上市答谢惠162场次、明星钜惠日48场次、

百城总裁签售会123场次、“匠爱设计周555场次”； 

（3）通过《银河护卫队》《明月几时有》《战狼2》等贴片、包场、影院灯箱

等整合投放覆盖407城、2481影院； 

（4）策划情怀营销等15起事件公关传播，联合数位“老戏骨”，掀起80后怀

旧风； 

（5）公司与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成立尚品宅配生活学院，与3M、施华

洛世奇元素等国际知名品牌建立跨界合作，举办单身贵族发布会、联合宝马MINI，



倡导都市健康生活方式； 

（6）公司对“维意定制”的品牌形象做了升级，并利用多项媒体传播为“维

意定制好设计”营造声势，投放品牌户外广告抢占全国核心枢纽； 

（7）“维意定制”品牌全年策划区域联动大活动52场、中庭活动500场、全

国总裁签售会128场、全城热卖5小时活动20场、团购会/家博会/婚博会共12场。 

（二）产品及技术研发 

1、产品研发 

（1）公司持续完善一口价衣柜，在款式、设计、工艺、品质等全方位实现

衣柜体系升级。全年衣柜销售套数同比增长58%。 

（2）公司发力客餐厅宅配产品研发和销售，推出“宅配优选”“维意甄选”

系列套餐，极大的丰富产品品类，满足各线城市对款式、功能和尺寸的需求，实

现宅配销售套数同比大幅增长，同时也有效增加客餐厅客单价。 

（3）针对二孩政策的放开，公司专项对儿童生活空间进行深入研发，上市

一批优秀产品：丰富的上下床、儿童专用衣柜、多功能书桌、小空间半高床、飘

窗床等。全年儿童房单空间升级客户数量大幅增长。 

（4）公司全年致力于新一代定制升级厨房空间研究，发布6款生活化厨房新

品系列。丰富厨房电器，上市多款畅销老板、方太厨电和净水系统产品。新一代

升级定制厨房空间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购买全新体验。厨房全年销售业绩

增长37%，厨房配套电器与去年同比大幅增长，增幅达74%。 

（5）年底推出现代欧式和古典欧式等一批高品质新系列（如针对成功人士

首选的拉菲庄园系列），进一步完善产品竞争力。 

2、技术研发 

针对技术研发，公司主要围绕“赋能平台”“整装云”“智能化平台”“自动

化项目”等开展技术研发工作。 

（1）赋能平台 

以大数据为基础开发用于精细化运营的赋能平台，提升获客能力和成交率。

配合公司518套餐的推出，开发518智享套餐互动系统，同步升级设计端软件、方

案宝、美家等平台，形成完整的518套餐设计服务闭环。推出微电商平台，无缝

打通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的新零售模式。升级美家自媒体平台，驱动全国设计师



设计好方案、分享好方案。全年10768名设计师分享的真实方案让161万名客户在

美家邂逅了定制灵感。美家平台成为公司又一个客户引流来源。 

（2）整装云 

公司推出全新的整装云平台，包含高效的整装BIM设计软件、会员下单系统、

整装调度服务平台，运用云计算、VR、3D打印等技术服务于公司整装云战略。 

（3）智能化平台 

智能拆单系统上线，利用虚拟制造的大数据，结合机器学习AI算法大幅提升

自动化拆单的能力。在设计端软件推出智能辅助设计模块，提升设计质量，降低

工作量。升级版云渲染平台上线，改进了自主研发的光子渲染引擎，大幅降低了

渲染时间，智能灯光、智能美图功能同步上线，云渲染平台每天可以为设计师提

供4万多张高质量的渲染图。 

（4）自动化项目 

升级抽屉板生产系统、喷胶系统、智能贴标机、前基准拉槽机、钻孔机等自

主研发系统，提升生产效率。加快研发自动板件分拣线、龙门机替代NC机方案、

智能通过式板件检查系统等自动化项目，满足更加规模化、高效化、定制化的生

产需求。 

（三）大规模柔性化生产制造 

1、截止2017年年底，公司募投项目之一智能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五厂）

已达到设计产能的65%，作为国家工信部指定的智能制造示范基地，五厂已具备

大规模柔性化生产制造的要求。五厂拥有的2座原材料全自动立体仓库全部投入

使用，配备了机器人分拣系统、机器人喷胶系统，结合信息化升级，实现了原材

料的自动收货、拣选、发货的无人化作业；五厂配置了大量的RGV及自动输送线，

使用了先进的开料、封边、钻孔设备，并通过自主研发的MES，打造了高度自动

化、数字化的智能生产系统；五厂还建造了2座成品自动立体仓库，从包装下线

到装车发运，实现了全自动无人化仓储，且拥有15个发运站台，单位小时内可以

同时完成15个不同的物流方向发运货物。 

上述募投项目的逐步投产，公司工厂产能已逐步释放，基本解决了公司2018

年产能瓶颈。 

2、2017年生产系统全面导入精益生产，同时随着五厂高度自动化、数字化



的智能生产系统使用，以及原有生产工厂的技改，人均效率比2016年提高11%、

同时产品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3、公司致力于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订单受理效率方面的应用。

通过定义一级订单的模式实现各类型订单的全自动无人值守自动拆单。衣柜订单

实现了60%的自动拆单率，系统柜订单实现了30%的自动拆单率。公司工艺部2017

年的人数比2016年减少，但全年人均订单受理效率提高约35%。 

（四）销售渠道 

1、加快全国加盟店布局 

为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公司加大人力、物力，并采取各种创新方法进行市场

开拓。加盟商的快速开拓对公司未来2-3年营业收入持续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截

至2017年12月底，公司加盟店总数已达1557家（含在装修的店面），相比2016年

12月底净增加了476家。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招募新加盟商开拓市场。在新开店

中，新加盟商开店占71%，老加盟商开店占29%；同时公司加快下沉销售网络至四

线五线城市，完善加盟网点布局。在新增店铺中，四线五线城市开店占比约七成。

截至2017年12月底，一二线城市加盟门店数占比19%，三四五线城市加盟门店数

占比81%。报告期内，公司对加盟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27亿元，较上年增长约

41%，其中一二线城市占比约33%，三四五线城市占比约67%。 

2、稳定推进直营店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虽未增加直营店布局城市的数量，但公司还是根据相关城市

直营店的产出情况及该城市的市场饱和度，在该直营城市适当加密了直营店数量。

截至2017年12月底，公司直营店总数已达85家，相比2016年12月底净增加了9家。

报告期内，公司直营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21%，由

于全年新增直营店比较少，因此同比增长主要来源于原有直营店的效益释放。 

3、稳定推进进驻购物中心店策略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已有购物中心店铺886家（含正在装修的店铺）。

其中，直营店中购物中心店已达63家，O店达15家，分别占直营门店总数的74%

和18%；加盟店中购物中心店已达823家（含正在装修的店铺），在一线至五线城

市的加盟店中，购物中心店数量占比依次82%、79%、73%、55%、32%。 

随着购物中心店经营年限的增加，加盟商购物中心店运营能力的日趋成熟，



购物中心店营收及盈利能力皆得到大幅提升，对公司的营收贡献大大高于非购物

中心店，并且差距随店铺经营年限的增加在逐步扩大。根据2017年内实际运营满

一年的加盟店测算，购物中心店平均单店终端年销售额约为660万，对比非购物

中心店为380万。 

4、报告期内，各直营店也加大了与地产公司、物业公司、装修公司等的合

作力度。 

（五）O2O营销模式 

本公司以新居网运营的网络商城和微信公众号作为O2O营销平台，通过与腾

讯、百度、阿里巴巴、京东、今日头条、360等互联网企业的流量合作，使定制

家具的潜在消费者与在线导购客服人员沟通、互动，使新居网获得为消费者免费

上门量尺服务的机会，进而再由实体店设计师跟进后续设计、方案制作、下单等

服务，实现定制家具的线上营销到线下服务。针对由线上引流至加盟店并实现终

端收入的情况，新居网向加盟商按照其向终端消费者实现的收款额以一定比例收

取引流服务费。2017年引流服务费较2016年增长了82%。 

(六)积极开拓整装云新业务 

公司推出的整装云平台，包含高效的整装BIM设计软件、会员下单系统、整

装调度服务平台，运用云计算、VR、3D打印等技术服务于公司整装云战略。公司

通过集采优势，节省中间商差价，以更优惠的价格向整装云会员企业提供主辅材。

另外公司向整装云会员企业提供整装销售设计系统、BIM虚拟装修系统、中央厨

房式供应链管理系统、机场搭台式中央计划调度系统四大系统，赋予其以计划调

度为中心的交付能力。整装云会员企业通过公司平台，还可以向客户提供定制家

具和配套产品，从而获得了提供整体化家装的能力。 

另外，公司也在广州、佛山、成都三地进行自营整装，目的主要是希望能通

过自营装修团队实际体验整装云项目的所有环节，有利于公司实际体会整装云会

员企业的痛点难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项目调整和优化，也便于以后可将一些更

好的经验分享给整装云会员企业。 

（七）进一步发力配套家居产品 

截止2017年年底，公司现有家居配套业务实现了32.75%的增长。作为家居一

站式服务的先行者，通过买手模式快速整合供应链，实现了客餐厅套餐（沙发、



电视柜、茶几、餐桌椅）和睡眠套餐（床、床垫、床头柜、枕头、床品四件套）

的个性化套餐销售，较好地满足了客户一站式家居消费的需求。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的开展情况 

   （一）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会议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会议类

型 

投资者参

与比例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审议议案/索引 

2016年度

股东大会 

年度股

东大会 
100.00% 

2017年 2月

24日 

2017年3

月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市公告书》 

2017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股

东大会 
75.0072% 

2017年4

月11日 

2017年4

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16） 

2017年第

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股

东大会 
73.4215% 

2017年6 

月1日 

2017年6

月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7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28） 

2017年第

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股

东大会 
69.6283% 

2017年10

月13日 

2017年10 

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51） 

 

2、董事会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会议类型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审议议案/索引 

第二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

议 

年度会议 
2017年1月

13日 

2017年2月

1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二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

议 

临时会议 
2017年3月

24日 

2017年3月

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2017-006）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

会议 

临时会议 
2017年4月

25日 

2017年4月

2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0）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

会议 

临时会议 
2017年5月

16日 

2017年5月

1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4）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

会议 

临时会议 
2017年6月 

1日 

2017年6月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0）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

会议 

临时会议 
2017年8月

28日 

2017年8月

2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7）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

会议 

临时会议 
2017年9月 

27日 

2017年9月

2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8）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

会议 

临时会议 
2017年10 

月20日 

2017年10月

2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2）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

会议 

临时会议 
2017年10 

月24日 
免于披露 

《关于审议<2017年第

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

会议 

临时会议 
2017年11月

24日 

2017年11月

2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7）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

会议 

临时会议 
2017年12月

29日 

2017年12

月3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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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

2017 年，各委员会根据工作细则等相关制度规定，勤勉尽责，充分发挥各自专

业作用。履行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管理及对公司董事及高管履行职责情况的考

评，对公司长期战略及重大投资决策提出宝贵建议，对公司外部、内部审计起到

监督、核查作用。各委员会成员切实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 

（三）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具体情况，健全和完善了《公

司章程》和各内部控制制度，发挥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完善了

董事会的职能和专业化程度，保障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程序性，不断完善本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以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

关法规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内幕信息保密工作。截至报告期末，

本公司治理实际情况基本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对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管理体系建

设、人才梯队建设和重大事项提出了宝贵的专业意见，为完善公司监督机制、促

进公司稳健经营、创造良好业绩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一)发展战略 

公司秉承“真诚服务每一个客户、负责任地做好每一个产品、高效执行每一

个工作任务、团结协作并尊重每一个员工”为核心价值观，以“创新科技，服务

家居”为理念，以“成就你我家居梦想”为公司愿景，通过不断的创新研发，践



行“互联网+智能化制造”的理念和技术思维，应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进行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力开展配套家居产品策略和一站式购齐的服务模式，

不断提升家居空间及产品设计能力和柔性化制造水平，打造“C2B+O2O”新商业

模式，最终为每一个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家居产品和高品质的服务，定制时尚舒

适环保的家居空间。 

（二）2018年度的经营计划 

1、持续发力加盟店铺的拓展 

公司将继续加大人力、物力，并采取各种创新方法进行市场开拓，增加加盟

店铺的数量，提升“尚品宅配”和“维意定制”两个品牌的知名度。 

2、努力提升直营店效益 

提升直营店的管理水平，加强原有直营店的效益释放。发展直营的同时，稳

步推进直营城市加盟策略。 

3、大力加强新居整装、HOMKOO 整装云项目的开拓和优化 

公司将加强在成都、广州、佛山三地的新居整装业务，同时发力 HOMKOO 整

装云平台会员的招募，并对整装云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实现消费者真正的拎包入

住。 

4、全国范围内双品牌同步推进 518套餐服务 

不少品牌都陆续推出了按“投影面积”来计价的“定制套餐”，但却往往因

为报价形式复杂、“隐形选项”繁多，买家很难直观地知道全屋定制到底需要多

少钱，计算过程只能由商家来完成。为此，公司率先在定制家具行业推出按照“空

间面积”来测算全屋定制价格的“智选套餐”，只需 518元/㎡起就能实现全屋定

制。换言之，买家只需按照 518 元/㎡起的价格乘以空间实际面积，就能大概估

算出全屋定制总体费用。 

5、大力发展配套品业务 

为进一步提升一站式服务能力，公司计划在现有家居配套产品的基础上，增

加软装饰品及家居百货两大品类，同时新增电商平台，使消费者能更好地通过

020或实体连锁店实现全屋家居产品一站式采购。 

6、增加定制家具的产能，进一步提升定制家具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在现有柔性化生产工艺基础上，公司将通过新建厂房（通过设立西南研发、



生产基地和无锡生产基地，发挥四川成都、江苏无锡地区的家具供应链配套优势，

形成华南、华东、西南三足鼎立局面），进一步扩大定制家具的产能，满足消费

者对定制家具的需求，并通过自身的研发实力，逐步普及机器人生产线，进一步

提高定制家具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减少对传统工人的依赖。 

7、稳步推进大宗业务 

公司将加强和各大地产公司、工程商主体的合作，稳步推进公司大宗销售业

务。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