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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国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黎峻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黎峻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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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2,332,735.11 431,372,254.86 2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861,935.98 79,308,379.72 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7,930,609.71 74,273,944.48 1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084,029.42 -47,008,163.07 28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3.18% -0.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371,027,997.66 4,012,592,142.48 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45,599,740.75 3,141,352,694.06 3.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95,433.24 项目性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8,288,255.64 主要是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2,637.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85,000.13  

合计 8,931,326.2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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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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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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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6% 319,396,710 239,547,532 质押 51,637,674 

陈国红 境内自然人 14.02% 122,123,238 91,59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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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17,869,151 0   

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其他 1.89% 16,499,726 0   

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兴享进

取景林 1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25% 10,902,206 0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10,680,067 0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睿远景林 1 期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6% 8,346,335 0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8,000,023 0   

上海宽远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宽

远价值进取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2% 8,0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景林

丰收证券信托 

其他 0.79% 6,842,97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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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林国芳 79,849,178 人民币普通股 79,849,178 

陈国红 30,530,810 人民币普通股 30,5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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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9,151 人民币普通股 17,869,151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16,499,726 人民币普通股 16,499,726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享进

取景林 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0,902,206 人民币普通股 10,902,20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80,067 人民币普通股 10,680,06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睿远景林 1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8,346,335 人民币普通股 8,346,33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023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23 

上海宽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宽

远价值进取证券投资基金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景林丰

收证券信托 
6,842,979 人民币普通股 6,84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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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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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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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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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变动说明 

资产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期初差额 变动 

货币资金 650,350,112.45 487,793,476.30 162,556,636.15 33.32% 

应收账款 176,939,323.97 325,539,669.20 -148,600,345.23 -45.65% 

其他应收款 78,342,943.75 43,590,210.78 34,752,732.97 79.73% 

其他流动资产 1,007,155,161.76 767,373,947.20 239,781,214.56 31.25% 

在建工程 255,994,137.94 389,201,610.40 -133,207,472.46 -34.23% 

长期待摊费用 35,348,010.71 21,377,520.76 13,970,489.95 65.35% 

其他非流动资产 5,552,816.11 20,499,650.03 -14,946,833.92 -72.91% 

短期借款 326,770,000.00 - 326,770,000.00 100.00% 

应付票据 86,160,503.26 139,607,475.65 -53,446,972.39 -38.28% 

其他流动负债 2,121,541.20 3,601,791.92 -1,480,250.72 -41.10% 

1、货币资金比期初增长33.32%，主要是本期销售回款及流贷增加； 

2、应收账款比期初减少45.65%，主要是本期收到2017年末及本期销售回款； 

3、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长79.73%，主要是线上业务量增加; 

4、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长31.25%，主要是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加； 

5、在建工程比期初减少34.23%，主要是龙华区3号宿舍楼在本期转固定资产； 

6、长期待摊费用比期初增长65.35%，主要是美家直营专卖店和龙华宿舍装修费； 

7、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72.91%，主要是年前预付装修工程和设备款等在本期结算； 

8、短期借款本期增加100%，主要是本期增加流动资金贷款； 

9、应付票据减少38.28%，主要是承兑汇票到期支付； 

10、其他流动负债减少41.1%，主要是1年以内到期的递延收益在本期摊销进损益； 

二、利润表变动说明 

项   目 本年累计金额 上年累计金额 累计增减额 累计增长率 

营业收入 552332735.1 431372254.9 120960480.3 28.04% 

营业税金及附加 6696597.76 4513846.19 2182751.57 48.36% 

管理费用 29321470 19947799.87 9373670.13 46.99% 

资产减值损失 -4535057.42 -7656364.29 3121306.87 40.77% 

投资收益 8288255.64 12846614.15 -4558358.51 -35.48% 

净利润 96861935.98 79308379.72 17553556.26 22.13% 

1、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期增长48.36%，主要是收入增加导致增值税增加，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 

2、管理费用比上期增长46.99%，主要是职工薪酬和惠东工业园折旧费增加； 

3、资产减值损失比上期增长40.77%，主要是其他应收款增加，计提坏账增加； 

4、投资收益减少35.48%，主要是本期暂未确认投资单位分红款。 

三、现金流量表变动说明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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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93,051,442.03 652,854,667.07 140,196,774.96 21.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06,967,412.61 699,862,830.14 7,104,582.48 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84,029.42 -47,008,163.07 133,092,192.49 283.1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8,288,255.64 101,244,482.19 417,043,773.45 411.9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60,147,105.10 227,951,634.16 532,195,470.94 233.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858,849.46 -126,707,151.97 -115,151,697.49 90.8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1,078,600.00 83,911,171.26 247,167,428.74 294.5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051,210.90 11,682,779.00 -1,631,568.10 -13.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027,389.10 72,228,392.26 248,798,996.84 344.4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5,252,569.06 -101,486,922.78 266,739,491.84 -262.8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25,000,644.01 425,296,379.13 199,704,264.88 46.96%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增加283.13%，主要是2017年销售增加，2018年1季度销售回款增加；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90.88%,主要是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344.46%，主要是本期收到银行短期借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林

国芳、陈国

红夫妇 

 

1.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林国芳、陈

国红夫妇承诺如下："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

人及本人所控制的企业并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贵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并未拥有从事

与贵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企业的任何股份、股

权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益；将来不会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贵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竞争企业，也不会以

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2.

若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发行人需为职工补

缴住房公积金、或发行人因未为职工缴纳住房公

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其愿在毋需发行人

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承担所有相关的金钱赔付责

2009 年 12

月 29 日 
无限期 

均得到严

格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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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3.2003 年 7 月，经深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局深外经贸资复【2003】2590 号文批准，富安娜

有限公司由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截止

变更之日，公司实际经营期不满 10 年，根据外

商投资企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公司应退

还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期间曾享受的所得税减免

优惠，共计 17.09 万元。虽然公司在深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和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了相关变更手

续，相关机构未提出退还已享受税收优惠的要

求，但追缴上述税收优惠的风险仍存在。为保证

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公司控股股东林国

芳、陈国红夫妇向公司承诺由其个人承担所有应

补缴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的义务。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继续严格履行承诺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00% 至 2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58,586,417.8 至 190,303,701.36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58,586,417.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严格执行 2018 年经营计划，预计业绩将持续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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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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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 

林国芳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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