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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2017-025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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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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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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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0 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富安娜 股票代码 00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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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峻江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富安娜工业大厦  

电话 0755-26055091  

电子信箱 lijunjiang@fuan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2016 年，依托于公司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以及积极主动的战略规划调整，在面临国内零售趋势依然持

续低迷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业绩和净利润的增长，保持平稳的发展趋势。公司最为关键的战略项目——

富安娜美家“全屋艺术美家配置”全面布局取得阶段性进展，全球壹号旗舰店于 7 月份在深圳南山首先亮相，

进行试运营。11 月，首家家纺与全屋艺术美家配置相结合的旗舰店在深圳民治投入试运营。第一条德国豪

迈全自动工业 4.0 生产线在深圳龙华组装完毕，并顺利开机试运行。全流程系统搭建完毕，基本实现从前

端到后端的系统链接。公司第四代迭代产品研发出来，在前面几期的产品系列上，更具时尚感和艺术性。

全屋艺术美家配置经过三年的酝酿和筹划，正式面向公众进行展现，标志着富安娜新业务版图的正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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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渠道结构优化上，富安娜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于直营周边的城市实现扩大化经营继续推进。通过逐

渐提升的直营子公司经营管理能力，扩大子公司经营范围，可以使子公司获得新的增长点，同时改变之前

地区加盟发展缓慢的现状。另一方面，主动进行店铺和渠道结构调整，关闭经营绩效差的小店和取消发展

停滞的加盟商，转而开辟拓展更大体量的城市旗舰店以及招募具有新发展思维的加盟商，通过以上举措，

使渠道结构的抗风险性更强。同时，公司的加盟商会正式启动运营。经过一年的运营管理，取得了超预期

的管理效果。在凝聚力量、汇集智慧的方向下，各商会群策群力，互帮互助，在公司的指引下进行商会内

的宣贯与执行，有力的配合了公司各项年度经营行动。 

在家纺商品研发方面，富安娜再次引领行业潮流趋势，开启“以色彩重新定义家居生活方式”。从产品

开发的系列性到门店陈列的色彩区间，富安娜满足和迎合消费者对于家居生活中色彩的需求，推出全新的

五大色彩系列家居产品。2016 年两季新品在此模式下，取得较大的新品销售业绩突破，零售连带率和客单

价取得长足进步。也进一步验证了公司研发方向，贴近顾客需求，符合消费趋势，树立行业又一新标杆。 

电子商务在 2016 年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采用精准的商品策略，提前预判做

好的商品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匹配度高度重合。另一方面，根据千人千面的流量变化，主动进行营销优化，

确保每一档营销活动的成功和有效性。在过去一年的各大平台主力活动中，电子商务均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包括电商平台最为著名的双十一活动。同时，包括自建官方商城、微商城等在内的国内各大移动营销平台

完善和搭建，也丰富了全渠道的渠道类型，对电子商务的年度业绩增长起到了一定的帮助。 

在精细化企业管理上，公司进一步加强成本控制，加强全员成本意识，通过管理举措和激励机制，让

每一个部门都成为利润的贡献体，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公司净利润的持续增长。 

总而言之，2016 年，公司稳健前行，顺利实施各项年度经营战略，克服了经济放缓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持续增长。 

二、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公司始终坚持主业不动摇，坚守原创艺术设计的工匠精神，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增长的同时，更注重

公司的长期性发展规范。专注于以家为核心的业务横向拓展，旨在为顾客提供更具艺术品位的居家生活方

式。从传统的家纺床上用品到方抱、坐垫、毛浴巾、毛毯等一系列的小件家居配饰，再到家居服、家居包、

丝巾等女性居家生活用品，再到以美家为核心的全屋艺术美家配置，我们始终坚定不移的在为顾客创造一

种家居美学的感动。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到品牌传播再到营销推广，我们紧紧围绕主营业务精益求精，

精雕细琢。在此基础上，我们大跨度迈入更大范畴的大家居领域，全屋艺术美家配置不是单纯的全屋定制，

也不是概念性的整体家居，而是真正基于全屋视觉层面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这项战略是富安娜未来十年最

为核心关键的发展战略，在过去一年，已经通过全体员工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

为接下来的全面发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在以艺术为核心，家纺与家具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

下，富安娜将在居家生活方式上带给顾客更多的惊喜。总而言之，在 2016 年的经营中，通过公司董事会

的正确领导，全体员工的努力奋斗，克服了各项外在的困难和挑战，公司取得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的

持续增长，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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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3.12 亿元，同比增长 10.46%，实现利润总额 5.57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13.37%，实现净利润 4.3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9.42%。注：列示公司营业收入、成本、费用、

研发投入、现金流等项目的同比变动情况及原因。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在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公司的前瞻性预判和筹划在此取得了充分的体现，也确保了

公司各项年度经营指标和经营决策得以实施贯彻下去。包括前瞻性筹划的直营扩大化、渠道大店计划、品

类扩充计划等，都在 2016 年取得了验证，成为公司零售业绩增长的有力保障。在家纺产业的销售收入和

利润稳步上升的情况下，公司上下居安思危，积极寻求新的方法，精细化管理，传承品牌独特的文化，提

供原创设计的全屋艺术美家配置解决方案。研发方面，公司依靠“艺术家纺”的独特花型设计，以色彩重新

定义家居生活，加大对新产品设计和新材料开发项目的研发支出，在公司产品线上不断拓展深度和宽度。 

在传统销售渠道方面，充分认识到市场需求不振及电子商务对线下终端的冲击，主动调整优化终端店

铺的举措在 2016 年继续贯彻实施。例如直营扩大化经营中，天津、无锡、常熟、深圳、上海等经营能力

较为突出的直营子公司积极开拓周边城市，实现预期布局。同时，主动关闭经营绩效差的门店，增开更大

体量的门店，升级终端形象，淡化数量增长，更注重门店经营质量。 

在线上渠道方面，公司以大数据为基础，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开展数据化营销。依托大数据，实现更

精准的商品计划，调整品类占比结构，尤其是芯类产品的调整成为电子商务最大的品类增长点。加大线上

销售推广的力度，在很多知名的线上销售平台上均建了营销渠道，同时新增移动端线上销售平台，构建全

渠道平台，实现销售增加的同时也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利于品牌的建设，持续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 

在“全屋艺术美家配置”的推进方面，完成了第四代家居产品的设计和小批量试产投入。富安娜美家团

队也整体搭配到位，凭借独特的产品风格和稳健的运营模式，聚集了行业内各类优秀人才。在产业基地布

局上，深圳龙华产业园第一条德国豪迈全自动工业 4.0 生产线安装调试完毕。同时，2016 年底广东惠东产

业基地正式纳入富安娜产业布局版图，成为新业务产能供应新的产业基地。第二条、第三条德国豪迈生产

线将分别在江苏常熟及广东惠东进行安装上线。这样的布局，将有效保障在公司新业务发力时期的产能供

应，缩短物流半径的瓶颈。 

为此，公司特别投入 1.4 亿元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三条德国全自动化家具生产线-生产系统化、智能化、

集成化的工业 4.0 高科技设备，并且为此扩大了龙华、常熟、南充的生产基地，这样的布局从大西南、大

西北、到华南华中，有效解决了家具行业关于物流半径的最大瓶颈，相信很快将会以整体家居呈现给顾客，

为顾客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服务。 

在物流供应链管理方面，持续整合公司四大产业基地的供应资源，结合公司 KPI 的考核，利用市场环

境和规模化的采购，有效降低了原料辅料的成本，并且与供应商建立了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快产品的

供应速度和缩短了资金的占用率。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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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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575,474.59 2,092,608,347.29 10.46% 1,969,766,90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9,020,710.73 401,225,384.02 9.42% 376,552,54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9,280,380.84 379,628,847.33 7.81% 359,850,624.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9,806,129.66 290,951,554.70 44.29% 435,767,496.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7 10.64%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7 6.38%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4% 16.33% -0.59% 19.0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528,226,262.72 2,927,825,297.47 20.51% 2,789,556,66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60,625,702.84 2,288,181,417.85 16.28% 2,164,648,5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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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129,453.88 450,019,873.31 466,601,139.80 963,825,00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508,820.56 80,852,238.53 74,142,694.36 195,516,95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827,696.62 74,094,136.67 68,419,246.56 184,939,30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34,952.86 34,987,095.77 38,458,581.64 342,084,0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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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6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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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国芳 境内自然人 37.50% 319,396,710 239,547,532 冻结 51,637,674 

陈国红 境内自然人 17.41% 148,255,964 111,191,973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10% 17,869,151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2% 9,500,0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7,182,85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其他 0.77% 6,558,143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美丽 30 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4,763,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景林稳健

II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其他 0.56% 4,741,24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其他 0.53% 4,483,82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宏观 其他 0.51% 4,38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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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林国芳、陈国红夫妇合计持有本公司 54.91%的股权，系本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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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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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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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形势依然持续低迷，情况错综复杂，不容乐观，整体仍处在低速增长的调整期。中

国经济已悄然进入新拐点阶段，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使得我们面临的

经济形势更趋复杂，挑战来自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来自内部和外部等多个方面，经济运行中不确定性、

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凸显。整体大家居行业，也随经济总体走势从快速发展期向行业震荡调整期转变。伴随

着外部消费环境的变化和行业内部竞争态势的变动，我国家纺业正处在结构性调整阶段，总体低速前行。

在这种调整期阶段，行业将面临重新洗牌。在同样以传统渠道为主体，中低端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重叠，

产业融合度低下的情况下，从表象上看，增长乏力，面临巨大的行业震荡，其实，这是行业盘整的必然表

现。可以预见，市场竞争会更激烈，渠道细分、消费群体细分、产品细分将会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区域割

据将是中型规模企业的趋势，线上、线下之争会更加激烈，线上线下融合会成就部分走在前面的企业; 行

业跑马圈地式的外延渠道扩张模式将让位于新时期下的精耕式发展，而这对于中低端定位的家纺企业将是

非常严峻的考验。。那些没有解决内外部问题的企业，慢慢消亡，腾出市场容量，使一些有着明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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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战略思维方式，内部管理到位的企业，快速填补市场份额，可以预见的是，线下渠道的萎缩已经达到

一定规模，不会再有更大的实体店倒闭潮出现，企业对于终端的深耕将是决定企业生存空间的决定因素。

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家居品类的消费结构升级趋势

也愈发明显，消费频率也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产品的设计、面料的选择、保健功能等等方

面均提出了其个性化的要求。从主品牌定位上，公司始终坚持差异化的中高端品牌路线，错开中低端的价

格竞争地带，通过高质量和原创艺术设计的商品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以品牌附加值保持公司持续的增长力。

同时，公司还推出了不同风格不同目标顾客定位的子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对主品牌的定位起到了弥补作

用，从而进一步降低在行业波动时，对于竞争考虑带来的影响。另一个方面，公司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通过流程优化组织扁平，以贴近终端市场，精耕每一个门店。主动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前做好渠道的优化

布局。一方面淘汰了一批经营绩效差的店柜，另一方面，主动抓住目前的实体店铺空置的良机，不断开拓

更大体量更佳体验的旗舰店，为 OTO 的布局铺垫基础。其次，在竞争企业仍停留在家纺品类的时候，公

司即已开始围绕家居生活软装配饰部分进行品类开发和投入，并在行业内率先推出家居配套产品。通过这

些高频次到店的家居小件商品的引入，带动顾客到店频率的不断提升，从而保障门店稳定的客流。2016 年，

全屋艺术美家配置的子品牌“富安娜美家”正式推出市场。标志着公司从原来的品类生产零售商转型向家居

生活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跨向一个更大的蓝海市场。为此，公司已提前三年进行相应的研发和产能布

局。可以预见，未来公司的发展动力将会更加强劲。 

公司在 2017 年的战略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了以艺术为核心，家纺与家具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

公司始终坚持主业不动摇，坚守原创艺术设计的工匠精神，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增长的同时，更注重公司

的长期性发展规范。专注于以家为核心的业务横向拓展和纵向跨越，旨在为顾客提供更具艺术品位的居家

生活方式。从传统的家纺床上用品到方抱、坐垫、毛浴巾、毛毯等一系列的小件家居配饰，再到家居服、

家居包、丝巾等女性居家生活用品，再到以美家为核心的全屋艺术美家配置，我们始终坚定不移的在为顾

客创造一种家居美学的感动。在新时代新趋势新情况下，需要通过新思维新方法新动力来面对目前国内零

售市场更为严峻的挑战。在如今消费行为的变化背景下，结合信息碎片化、消费分流、实体店精细运营、

个性化需求等特点，需要零售企业进行思想的转变，方法的更新，管理的细化，才能在行业震荡调整中赢

得更大的先机。在此思路下，2017 年，公司将围绕深入推进和完善全屋艺术美家配置新业务、优化渠道结

构、新媒体新营销的创新、全面升级终端门店管理、物流供应链升级管理以及会员升级管理六大战略来开

展。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期内，2016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3.12 亿元，同

比增长 10.46%，实现利润总额 5.5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37%，实现净利润 4.3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了 9.42%。总而言之，在 2016 年的经营中，通过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全体员工的努力奋斗，克服了

各项外在的困难和挑战，公司取得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的持续增长，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http://www.hometex114.com/Tag/CAB5CCE5B5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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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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件类 1,104,868,655.00 529,595,517.10 52.07% 0.25% -1.04% 0.01% 

被芯类 818,947,905.49 419,354,140.60 48.79% 23.80% 25.59%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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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

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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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228.87元，调减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1,035,22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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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

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桂林富维馨家居用品营销有限公司 桂林市 桂林市 购销   100 设立 

合肥富安娜家居用品营销有限公司 合肥市 合肥市 购销   100 设立 

惠州市富安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 惠州市 制造业 100   设立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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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签字页）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  国 芳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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