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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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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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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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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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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林股份 60366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建富 汤鸿雁、周丽莎 

电话 0572-5227673 0572-5227673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夹溪路

378号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夹溪路

378号 

电子信箱 hlgf@zjhenglin.com hlgf@zjhengli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977,171,497.06 2,886,980,978.31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58,866,822.37 2,261,091,674.49 4.3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2,230,264.24 -86,492,599.25 195.07 

营业收入 1,183,235,862.85 1,013,106,445.77 1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5,697,404.48 56,524,593.70 12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8,491,798.55 37,998,176.91 132.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41 2.58 增加2.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26 0.57 12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26 0.57 121.0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385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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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王江林 境内自然人 59.04 59,041,333 59,041,333 无 0 

安吉恒林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5 11,250,000 11,250,000 无 0 

方文斌 境内自然人 1.19 1,185,400 0 无 0 

王雅琴 境内自然人 0.75 750,000 750,000 无 0 

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471,899 0 无 0 

朱海峰 境内自然人 0.36 355,419 0 无 0 

高寿 境内自然人 0.24 239,300 0 无 0 

王凡 境内自然人 0.21 208,667 208,667 无 0 

朱寿彭 境内自然人 0.21 206,100 0 无 0 

刘申培 境内自然人 0.2 195,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王江林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安吉恒林

商贸有限公司是王江林及其配偶梅益敏投资设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王雅琴系王江林的胞姐，王凡系王江林之子。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关于投资者

及一致行动人的规定，王江林、安吉恒林商贸有限公司、

王雅琴、王凡应认定为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愈发多变，恒林积极应对挑战，实现了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稳

步增长。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18,323.59 万元，同比增长 16.79 %，其中，办公

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75%，沙发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0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569.74 万元，同比增长 122.38%。同时，恒林持续加大核心领域研发投入，研发费用较上年同

期增长 18.29%。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工作重点如下： 

第一部分，继续推行阿米巴经营理念，构建高质量管理体系 

1、公司以高质量确保高效益，贯彻全员、全过程质量管理，严肃质量管理，学习并实践“六

项精进”，严格执行自检制度和预防管理，为公司创造质量效益。 

2、公司推进精益管理，通过优秀班组建设、精益团队带动等全方位促成降本增效落地。 

第二部分，纵向联合，提升整体研发实力 

1、在国内，公司依托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工业设计中心、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和省级

智能健康坐具企业研究院等技术研发平台，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高级工程师和专家联合进行研

发符合国内健康坐具，提升全民坐具舒适度和体验感。截至报告期末，恒林合计拥有境内授权专

利 537 项，其中发明专利 1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6 项、外观专利 388 项；境外授权专利 17 项。 

2、走向国际化，积极与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知名专家和设计团队紧密合

作，贴近市场，依托清晰的产品战略研发路线持续创新，根据人体工程学研发健康坐具的关键技

术，从安全舒适、节能环保、造型美观等维度展开新产品研发，将健康科技融入坐具行业。  

第三，依托资本市场，加快资本运营能力 

1、公司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盘后协议转让方式以现金方式购买关联方王江林先

生、梅益敏女士、无锡苕越安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浙江永裕竹业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简称：永裕竹业、证券代码：831996）27,392,782 股股份（占永裕竹业总股本 

29.8128%），为永裕竹业第二大股东。永裕竹业主营业务为竹地板、竹家具和竹装饰材料的研发、

加工、销售，以及 SPV、SPC 地板的研发、生产、销售，将对于公司的定制家居业务起到较好的补



充作用。 

2、恒林股份全资子公司美家投资在瑞士的全资子公司 Heng Ruy AG 基于完善公司国际化布

局，丰富公司产品品牌布局和产品序列，增强公司研发、设计实力，吸引国际一流人才加入公司，

同时，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于 2019 年 5 月与 Alfred Lienhard、Franziska Lienhard Nava 签

署《股权买卖协议》以现金购买 FFL Holding AG 100%的股权。FFL 是瑞士领先的专业办公环境

解决方案提供商及办公家具制造商, 旗下拥有 Lista Office 公司，其“Lista Office LO”品牌

是瑞士全方位办公环境解决方案服务领导品牌，具备良好的品牌形象与市场知名度，进一步促进

公司开拓办公环境解决方案业务。 

第四，教学与实践，提高全员专业技能和精神文明 

公司设有红领学院，学院下设恒林党校、恒林商学院、恒林坐具研究院、职工大讲堂、社会

实践课堂、退伍军人培训课堂，公司以学院为依托，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深化各层级

各类型人才的员工培训力度，使员工的成长与发展成为公司转型升级的坚实保障。2019 年上半年，

公司定期开展内部培训，内容涵盖精益生产、客户服务、新员工入职培训、干部培训等。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