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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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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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876318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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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邦吊顶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71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伟江

周金妹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金范路 8 号

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金范路 8 号

电话

0573-86790032

0573-86790032

电子信箱

zhejiangyoubang@163.com

zhejiangyoubang@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集成吊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行业发展的阶段及趋势
1、行业规模将保持快速增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精装房和全装修政策的推出，同时受益于大消费时代人们更加注重家居环境的美观性、舒适
性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趋势，集成吊顶行业整体将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1）当前最大目标市场——厨卫领域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目前，集成吊顶行业虽然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但占住宅装修吊顶的份额仍然较小，主要市场仍为传统吊顶所占据。
未来，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将持续推动消费升级，作为传统吊顶的升级产品，集成吊顶将逐步取代传统吊顶而成为消费
者首选，未来一段时期，集成吊顶行业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2）由厨卫向客厅、卧室、阳台等整体家居装饰延伸的市场空间巨大
集成吊顶经合理设计，可以契合其他家居空间的装饰需求，打入整体家居市场。目前集成吊顶在客厅、餐厅等整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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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上层空间渗透率很低，拓展产品应用范围已成行业共识，潜在空间较大。
（3）向精装房、公装市场延伸是集成吊顶行业的新增长点
伴随国家政策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和住宅精装修，及商用空间和公共建筑空间的装饰需求增加，集成吊顶产品应用领
域逐步扩大，将长期支撑集成吊顶行业的快速增长。
2、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行业秩序逐步规范
目前，集成吊顶行业正处于竞争整合的阶段，消费者品牌意识正逐渐增强，由品牌影响力、产品设计、服务水平决定
的竞争格局正在形成。长期来看，随着一系列行业标准的出台，以及精装房地产客户对产品品质、品牌影响力的重视，弱势
企业和弱势品牌在竞争中不断被淘汰或被整合，将为优势企业腾出市场空间，也是行业秩序良性发展的基础。
3、产品设计向整体家居空间发展
随着企业产品设计能力及生产能力不断提升，集成吊顶产品向客厅、餐厅、卧室、阳台等空间拓展，并将延伸至各个
空间的墙面，集成吊顶与集成墙面协同设计、安装，将形成高效、环保、美观、舒适的顶墙一体的集成化解决方案。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致力于集成吊顶、墙面的研发创新，凭借研发、渠道、品牌等核心竞争能力，始终引领行业潮流，占据市场龙头
地位。公司是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天花吊顶材料分会会长单位，是嘉兴市集
成吊顶行业协会的创始人并担任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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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102,328.53

410,708,151.59

23.71%

378,621,82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481,404.49

120,785,544.54

4.72%

104,681,52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191,426.14

112,858,281.77

10.93%

102,341,46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800,370.65

131,075,995.87

1.32%

117,833,71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8

1.46

1.37%

1.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8

1.46

1.37%

1.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3%

21.11%

-5.38%

22.2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158,077,719.08

692,216,066.18

67.30%

584,832,36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4,598,689.08

621,763,503.28

66.40%

526,777,9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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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44,299.51

149,023,517.58

106,990,322.45

185,686,30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34,161.07

46,614,910.18

26,150,886.67

42,081,44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22,702.40

46,454,618.47

25,306,573.67

41,607,531.60

3,132,053.38

83,561,514.87

-16,280,509.57

62,387,311.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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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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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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7,83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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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沈祥

境内自然人

35.32%

30,951,500

30,800,000

骆莲琴

境内自然人

28.45%

24,932,938

24,932,938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0%

5,867,062

5,867,062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599,930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5%

572,9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文体健
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549,6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泓信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528,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490,987

宁波达蓬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达
蓬秦岭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490,000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天润资本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其他

0.52%

453,172

528,700

453,1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时沈祥、骆莲琴为配偶关系，骆莲琴持有嘉兴市友邦电
器有限公司 5%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浙江友邦集成
吊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为友邦吊顶
实施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而开设的证券账户。除以
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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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达蓬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达蓬秦岭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9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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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公司继续强化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网络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依靠持续的产品创新、良好的品牌形象、优良
的产品品质和经销商网络，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102,328.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71%，
营业利润145,910,782.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5%，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26,481,404.4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72%。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电商O2O、互联网家装、精装房工程等渠道，通过多渠道覆盖，继续巩固公司的市场领导地位。
在研发设计上，公司持续推进电器功能升级及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及应用，全年共申请专利104项，获得专利120项。2016
年，公司推出睿系列、锋范、高端定制手工板等新产品，持续提升公司的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满足不同场景、不同人群的消
费需求。在品牌推广上，公司通过参加威尼斯、广州、上海等地的以设计主题的展会，不断传播公司的品牌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投资设立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友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友邦优家石膏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友邦
集成墙面有限公司，以推动公司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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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模块

161,020,843.54

93,082,791.37

57.81%

10.05%

10.90%

0.44%

基础模块

265,341,664.66

122,569,208.40

46.19%

36.50%

30.65%

-2.07%

8,171,925.86

2,425,408.74

29.68%

95.46%

125.32%

3.93%

AC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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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模块

72,212,722.83

31,832,167.00

44.08%

10.33%

0.8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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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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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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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公司分别与深圳市睿祺智尚科技有限公司、正普森（北京）新技术有限公司、嘉兴全嘉集成家居制造有限公司合资新
设子公司深圳市友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友邦优家石膏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友邦集成墙面有限公司。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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