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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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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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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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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831,164.80 元人民币。2018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7,150,838.52 元人民币，提取 10%法

定盈余公积金3,715,083.85元人民币，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70,664,171.09元人民币，减去 2018

年实施的 2017 年度的利润分配 25,600,000.00 元人民币，2018 年度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243,180,252.04元人民币。 

本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5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 33,600,000元。因股权激励事项回

购但未注销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乐家居 6033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华 龚晓龙 

办公地址 南京江宁区清水亭西路218号 南京江宁区清水亭西路218

号 

电话 025-52718000 025-52718000 

电子信箱 olozq@olokitchen.com olozq@olokitche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与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主要业务 

公司秉承“设计让家更美，科技让美实现”的理念和使命，致力于定制家具产品的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的提供。报告期内，公司拥有包括整体厨柜、全屋定制家具产品系列。公

司主打原创设计，寻求极致美家，2018 年部分新品场景图如下： 

1、“萨特”系列全屋定制家具及厨柜 

纹理灵感取自于美国 Barre 石场，湖水与花岗岩撞击打磨的色泽肌理，细腻光滑的岩表触感、

不经意间的指尖浮雕暗纹，将自然的元素融入生活的日常，让【萨特】空间的生活随性自然。 

 

  

2、“珍妮”系列全屋定制家具及厨柜 

【珍妮】系列，沿用经典的古董白，白而不腻，亮而不透的色彩饱和度打造温馨、细腻的家



居空间。利落的立体直线条、细腻的浮雕肌理、朦胧的直纹玻璃，气质中透露着英式贵族的古典

优雅，举手抬足间却又尽显时尚与个性，无不体现着精致的英国人对生活的极致追求。 

 

 

 

3、“容悦”系列全屋定制家具 

容悦系列以更富层次感的描金线条、繁复多巧的颜色配比、更为精致的灯光设计，专为悦己

者打造当代轻奢品质生活。生活的格调，在此刻浑然天成。简洁不失装饰性的线条语言，对称的

美学法则的灵活运用，跳跃性的色彩变化，Art Deco 设计理念让整个容悦空间都充满诗意和个性。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包括原材料采购及成品采购。原材料采购主要为刨花板、中纤板、铝材和膜皮等，

成品采购主要为电器、五金、灶具、配套家居等产品。 

对于自制产品，公司向合格供应商进行原材料采购，相应原材料主要为刨花板、中纤板、膜

皮等。原材料采购流程结束，相应材料经检验合格后进入公司原材料仓库，等待后续生产过程。

公司接到销售订单后，进入生产流程，SAP 系统进行运算并生成生产订单，生产工人根据 SAP 中

的 BOM 表至原材料仓库领料，开始生产执行流程。产品生产完毕后，SAP 系统中生产订单关闭，

相应产品进入公司成品仓库，等待后续备货、发货。 

对于外购产品，公司向各类产品的合格供应商进行采购，公司通常结合安全库存情况、产品

紧缺度、销售预测情况等进行采购。采购流程结束，相应产品经检验合格后进入公司成品仓库。

公司接到销售订单后，对于涉及的外购产品，于最终备货时，从成品仓库出库，与其余自制产品

一同备货，备货完毕后统一发货。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包括自主生产及委外加工两种模式，其中委外加工主要为工序委外。 

（1）自主生产 

对于整体厨柜和定制衣柜产品，公司采用自主生产的方式进行生产。 

公司拥有自主开发设计的“我乐设计软件”，该软件在销售订单下达后自动进行拆单，通过与

SAP 系统的数据集成，将经过拆解且自带工艺参数的销售订单导入到公司 SAP 系统，分解的订单

进入系统后通过 MRP 运算，将订单进一步分解至生产板件并生成生产订单，并将不同类型的产品



归入不同的订单结构，在同一发货日期的要求下，各个订单结构分别执行不同业务流程。订单结

构形成后导入 MES 系统，MES 系统进行生产任务排产、原材料仓库发料、生产执行等流程。产品

过程中全程质量控制检验，产品生产完毕后 MES 系统形成生产结果汇报，并反映至 SAP 系统中，

相应生产订单随即关闭，产成品入库。产品存入公司成品仓库之后，由备货人员依据订单和条码

备货。系统综合订单交期、运输目的地及发货数量等多个因素，选择最优策略将数个订单集中发

货。发货同时系统自动通知收货人，使收货人能够实时跟踪货品。 

（2）委外加工 

生产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委外加工生产模式，采用委外加工生产的主要为公司未自主生产的非

主要工序如压贴工艺等。 

3、销售模式 

公司目前的销售渠道主要有经销商渠道、大宗客户渠道、直营渠道，同时为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不断拓展销售网络以及销售渠道等，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公众号等拓宽客户引流方式。 

（三）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 C21 家具制造

业”。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力争到 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 60%左右，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按照户均人口 2.9 人计

算，可能产生 3450 万套的房屋购置需求。 

据智研咨询，我国定制橱柜、衣柜渗透率由 2009 年的 38%、15%迅速提升至 2017 年的 62%、

35%。随着城镇化继续深入、消费者对个性化、空间高利用率等需求日益加强，定制家居渗透率

有望进一步提升。根据部分研究报告的观点，到 2020 年定制橱柜、衣柜渗透率有望提升至 71%、

44%，对应市场规模分别约为 1,171 及 631 亿。 

全屋定制业务在我国刚刚兴起，但市场普及较为迅速。全屋定制销售规模目前在我国家具行

业销售规模中所占比重较低，未来有较大增长潜力： 

第一，消费观念的改变推动家具行业消费升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生活品

质的要求逐渐提高，在家具消费方面的关注点逐渐从产品性价比、实用性等方面向产品外观设计、

功能性等方面转移。全屋定制家具产品的核心为个性化定制，主要包括外观定制及功能定制两方

面。外观定制包括整体家具的风格定制、每一件产品的颜色定制、尺寸定制等方面，通过外观定

制可以实现整体家具风格和谐统一而细节富于变化。外观定制给予消费者较大的设计自由，能够



充分满足消费者对于“个性化”的需求。功能定制则由设计师根据消费者喜好、房屋布局、空间构

造等情况赋予家具产品额外的收纳、储藏或特殊功能。全屋定制模式符合家具行业的消费升级趋

势，未来普及度提升空间较大。 

第二，全屋定制模式强调空间定制，通过对房屋进行整体规划、贴合设计等可以减少空间浪

费，最大化房屋的空间利用率。全屋定制模式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随着这一模式未来在

消费者中普及度上升，中小型户型装修市场有望向全屋定制模式发展，因此全屋定制模式拥有较

大潜在市场规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290,696,454.43 1,151,799,946.77 12.06 497,386,346.09 

营业收入 1,082,053,771.42 915,012,606.73 18.26 676,198,13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1,831,164.80 83,765,543.87 21.57 68,740,98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1,273,762.28 77,427,249.33 17.88 68,911,72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27,924,811.10 743,736,173.12 11.32 304,006,197.5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1,617,051.11 223,764,080.08 -41.18 145,419,130.2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5 0.60 -25.00 0.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5 0.60 -25.00 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05 16.03 减少2.98个百分

点 

25.3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0,798,213.86 277,245,080.26 317,639,779.18 336,370,69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890,082.06 23,790,701.88 46,981,683.27 34,948,86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5,423,329.08 21,929,661.64 44,697,326.68 30,070,103.04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8,659,250.85 90,840,524.79 65,342,757.21 104,093,019.9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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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5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2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NINAYANTIMIAO 41,289,600 144,513,600 63.95 144,513,600 无   境外自然人 

祥禾涌安 2,390,400 8,366,400 3.7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瑞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342,400 8,198,400 3.63 8,198,400 质押 8,198,4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开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977,600 6,921,600 3.06 6,921,6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赵闻政   1,476,809 0.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根林   1,145,800 0.5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戚鹏   959,540 0.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晓清   936,760 0.4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晓辉   824,060 0.3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勇   749,000 0.33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Miao女士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汪

春俊为南京瑞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南京开盛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汪春俊先生和 Miao女士

为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否属于《上市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努力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205.38万元，比 2017 年同

期增长 18.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83.12万元，比 2017年同期增长 21.5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财务会计报告”中第五部分“重要会计政策与估计”的第 33 点“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