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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王洁具                           公告编号：2017-027 

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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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6,377,3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帝王洁具 股票代码 0027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朝容 刘凯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

街 19 号新希望国际大厦 A 座 15 层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

街 19 号新希望国际大厦 A 座 15 层 

电话 028-82801234 028-82801189 

电子信箱 wuchaorong@monarch-sw.com liukai@monarch-sw.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3月，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卫浴产品新材料应用的研究与开发，成功将亚

克力板材应用于坐便器等系列卫浴产品的生产，并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公司已经成为国内亚克力卫浴的龙头企业。公

司主营产品为以亚克力材质为主的坐便器系列产品、浴缸系列产品、浴室柜系列产品以及淋浴房系列产品，辅以为各系列产

品配套的五金龙头配件等。为了保证产品品质，公司加强了主要原材料的质量控制，以全资子公司成都亚克力板业有限公司

自主生产的高品质的亚克力板材为公司洁具系列产品提供原材料，在满足公司需求的情况下，亚克力板业将所生产的板材对

外销售，对公司主营业务进行了有效的补充。 

    公司主要系列产品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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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坐便器系列产品：公司主要生产亚克力材质的普通坐便器和智能坐便器，同时为了满足销售者对帝王陶瓷坐便器的

需求，公司采用OEM的方式销售少量陶瓷坐便器作为现有产品的补充。公司亚克力坐便器以造型美观、色彩丰富、功能强

大而深受消费者喜欢。 

 
     2、浴缸系列产品：公司所有浴缸均采用高级亚克力板材制作，浴缸包括普通浴缸、冲浪缸以及带按摩功能和娱乐设施

的高级浴缸，为人们在都市的忙碌的工作之余能够享受舒适、精彩的高品质生活。 

 
     3、浴室柜系列产品：公司浴室柜除亚克力材质外，为了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还增配天然大理石等材质，辅以

PVC发泡材料以及实木等材质，使公司浴室柜产品更能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不同消费层次的人员的不同需求。 

 
     4、淋浴房系列产品：公司淋浴房产品均采用高品质的玻璃、不锈钢和铝合金型材制造，风格有欧式、美式、传统、现

代等，能够实现个性化定制，多种色彩配套组合，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公司除上述主要系列产品外，还有五金挂件、亚克力板材、旱蒸桑拿房等补充产品。 

    上市以来以及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产品主要通过线下经销商网络、电子商务、整体家装以及互联网家装等渠道销售到终端客户，因公司经过20多年的

持续经营，拥有强大的终端把控能力，而工程客户产品毛利相对较低，回款周期较长，当前宏观经济持续下滑，为了保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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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质量，公司目前主要以零售为主，工程销售比例相对较少。 

     目前卫浴行业仍以陶瓷洁具为主流产品，亚克力洁具是最重要的补充。近几年，城市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未来仍将继

续，亚克力洁具以其生产过程中节能环保的特性将成为卫浴行业的重要产品分支。卫浴行业从70年代发展至今已非常成熟，

虽然经过几年的优胜劣汰，行业洗牌，但整个行业仍有大量低端企业存在，行业产能仍然过剩。目前整个卫浴行业比较分散，

品牌企业整体占比较低。随着人们消费理念的提升以及对时尚、品质生活的不断追求，拥有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拥有高品

质产品的卫浴企业将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胜出，资源将不断向优势企业集中，拥有品脾优势、技术优势、渠道优势和资金优势

的公司将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大量的低端、无品牌、无渠道和满足不了环保要求的企业将会逐步被淘汰出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427,457,290.73 386,932,774.93 10.47% 450,904,05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631,100.41 53,421,877.05 -5.22% 44,555,11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531,868.83 39,735,528.91 9.55% 44,014,23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33,342.68 62,135,111.80 -49.57% 27,177,51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82 -20.73% 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 0.82 -20.73% 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6% 14.76% -4.70% 13.6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657,548,330.01 464,367,245.96 41.60% 444,874,17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5,797,640.69 387,522,947.68 51.16% 347,056,542.2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4,859,625.28 125,510,394.96 87,510,109.20 149,577,16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8,265.94 19,532,808.34 8,249,548.43 24,957,00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33,762.71 16,577,217.83 8,255,146.64 22,233,26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22,227.49 7,676,137.92 9,135,763.67 22,643,668.5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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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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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0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69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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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进 境内自然人 21.29% 18,391,854 18,391,854 质押 2,800,000 

陈伟 境内自然人 20.67% 17,850,917 17,850,917 质押 1,000,000 

吴志雄 境内自然人 20.67% 17,850,917 17,850,917 质押 2,860,000 

苏州文景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0% 3,886,642 3,886,642   

苏州永乐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2% 3,303,645 3,303,645   

黄振龙 境外自然人 1.78% 1,538,490 1,538,490   

北京含光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7% 582,996 582,996   

长信基金－浦

发银行－中金

投资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33% 280,826 0   

卢磊飞 境内自然人 0.23% 198,200 0   

查国平 境内自然人 0.20% 176,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进、陈伟、吴志雄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本

公司进行共同控制；苏州文景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含光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股东卢磊飞，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6,700 股公司股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1,500 股公司股票；2、股东查国平，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76,700 股公司股票，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公司股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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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不适用。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不适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继续下滑，但房地产业仍然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5.7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2.5%； 商品住宅销售面积13.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2.4%，2014年以来连续增长3年，绝对量已创历史

新高。根据中国居民装修习惯，首次装修后8-10年将进行二次装修，中国房地产业2008年后加速发展，现有大量存量住户将

面临二次装修选择。房地产业的持续增长以及存量房二次装修需求将为大家居建材行业带来持续的成长空间，卫浴行业也会

迎来大的发展机会。 

目前卫浴行业还面临产能过剩，竞争激烈，行业高度分散（根据《腾讯家居》报道国内卫浴品牌超过3000家）以及国内

高端品牌缺失等诸多问题，但随着国家对企业环保达标督察日趋严厉，国民消费升级，品牌意识增强等因素的影响，未来行

业内大量的低端产能将被市场化逐步淘汰出局，行业集中度必然提高，具有品牌优势、技术优势、渠道优势和资金优势的企

业将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2016年随着互联网家装企业（例如：爱空间、家装E站、生活家）以及整装公司（例如：天地合）

等异军突起，未来家居建材渠道的话语权将会越来越强。作为从事家居、建材制造的企业，为了持续获得消费者的品牌认知

度以及掌控终端能力，未来通过渠道布局或者各个品牌间通过股权关系进行强强联合将是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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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行业机遇以及未来的整合趋势，2016年公司董事会积极顺应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特点，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

作，具体如下： 

1、2016年5月，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83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2,16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0.57元，共计募集资金22,831.2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5,475.52万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355.68万元。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为年产36万台（套）亚克力洁具产能扩建项目及营销网络扩建项目，

其中36万台（套）亚克力洁具产能扩建项目投入总额预计为16,826.82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14,056.68万元。营销网络

扩建项目预计总投资额4,299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3,299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募投项目已累计完成募集资金

投资额为9,637.61万元。 

2、为了持续发挥产品优势，公司继续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共完成新产品开发65款，其中新开发的全模压坐便器已全

部量产，2016年贡献销售收入超过4,000万元，该项目还申请了5项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该项目的成功彰显了公司

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 

3、为了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公司2016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智能化生产线技术改造，并升级信息系统。该项目的实

施将大量节约劳动用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有利于公司经营成本降低和产品品质提升。 

4、2016年，公司加大了招商力度，增加传统零售渠道的覆盖面，填补空白市场，同时电商，整体家装等渠道持续放量，

对传统渠道进行了有效的补充。随着公司成功上市，终端店面形象全面升级，并通过户外、互联网、高铁、机场等媒体进行

全方位的品牌传播，使公司的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5、为了提升公司规模、持续盈利能力和企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通过股权并购的方式与瓷砖

行业内高端品牌欧神诺实现强强联合，未来双方将通过资源共享、渠道整合，进一步做大做强上市公司，为企业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2016年公司经营层按照董事会部署，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27,457,290.73元，同比增长10.47%；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0,631,100.41元，同比下降5.22%。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公司2016年度非经常性损益较2015

年减少658.71万元所致，报告期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353.19万元，同比增长9.55%。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浴室柜 141,724,748.01 11,545,111.60 37.75% 12.58% 4.53% 0.54% 

座便器 94,704,371.50 7,714,760.86 31.95% 4.14% -3.31% 2.93% 

浴缸 52,258,285.69 4,257,038.73 38.14% 10.55% 2.64% 1.46% 

亚克力板 85,196,879.62 6,940,266.24 17.32% 11.27% 3.31% -3.2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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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6年12月3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的规

定，将“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将

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科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

科目，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且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2、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1,201,848.54元，调减管理

费用本年金额1,201,848.54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7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0 至 300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10.8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系公司 1-3 月较去年同期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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