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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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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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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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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5,730,302.45 元，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31,824,486.29 元。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 并以母公司股本 50% 为限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 12,500,000.00 元，当年度可分配利润为 153,230,302.4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21,963,407.10 元，2017 年年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75,193,709.55 元。 

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10,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8.9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89,00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分配。本年度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预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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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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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2-5227673 0572-522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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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公司是一家集办公椅、

沙发、按摩椅及配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企业， 是国内领先的健康坐具开发商和目前国

内最大的办公椅制造商及出口商之一。根据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关于浙江恒林椅业股份

有限公司有关产品出口情况说明的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全国海关信息中心“可调高度的

转动坐具经营单位前  30 位量值表”，多年来，公司办公椅（可调高度的转动坐具、税则

号： 94013000）年出口额稳居同行业第一， 在行业内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 公司凭借

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卓越的产品品质， 通过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知名采购商的严格认

证，与全球知名企业 IKEA、 NITORI、 Office Depot、 Staples、 SourceByNet、 Home Retail、MGB 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为办公椅、沙发、按摩椅。各产品根据外观设计、 

内置功能等差异可分为多个子系列， 能满足不同客户和消费者对坐具的需求。  

公司主要产品品种如下： 

产品品种 产品展示 产品特点 

 

 

 

 

 

 

 

 

 

 

 

 

 

 

 

 

 

 

 

 

具有坐姿引导功能坐垫；联动关节设计扶手， 下躺

任意角度提供舒适手臂承托。 

 

 

靠背方形设计，简洁大方，可调节头靠可针对

不同使用人群，网极具布材料极具透气性。带

锁定功能的后仰椅背，高度可调节扶手，能满

足各种使用场合，满足多元的办公需求，椅子

整体极具美感。折叠伸缩脚托让舒适的午睡成

为可能。 



办公椅 

 

 

头靠主动呵护颈椎，弧面更贴合，调整更便捷；

靠背三重保障，减少腰背疲劳；腰椎重点防护，

腰椎部加强结构，双层椅背；立体椅背，包围式

呵护； 软面扶手更舒适，高度调节更便捷；坐

垫畅通臀部微循环。 

 

 

 

炫动外观，兼具热情与沉稳；90°正姿强劲支撑，

高效投入工作与娱乐；大尺度五星脚支撑 170°

度平躺舒适休憩；联动扶手随后仰同步调整；

环保 PU 面料耐磨易清洁；高回弹高密度原生

海绵坚韧舒适。 

 

 

 

 

 

 

 

 

 

 

 

 

沙发 

 

 

 

 

 

 

可指纹触控调节；舒适度记忆功能；零靠墙，

向前推进设计；半自动辅助人起、坐、躺。 

 

 

 

 

 

按键触控调节；舒适度记忆功能；零靠墙，向

前推进设计；半自动辅助人后躺。 

 

 

 

 

 

产品简洁大方，适度饱满的设计，符合人体工

程学原理；色彩靓丽，彰显自信的氛围；流线

型设计，更舒适。 



 

 

 

 

 

 

 

 

按摩椅 

 

 

 

 

 

融入五行经络理念设计；L 型导轨，按摩可延

伸到颈椎、背部、手掌、手臂、臀部、大腿、

小腿与足部等；3D 深入按摩，更贴切有力度；脚

底交互式滚轮按摩，深入脚底穴位。 

 

 

 

 

 

颈肩部深入舒适按摩；背腰部包裹式摇摆塑身，

通过按摩塑造完美腰部曲线；腿部挤压式按摩，

舒缓肌肉；臀部包裹式的气压按摩，达到美臀

塑形的效果；背腰热敷加快血液循环；自带音

乐播放功能。 

 

2、公司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始终追求“成为世界领先的健康座椅提供商”的企业愿景，着力践

行“诚信、感恩、创新、共赢”的价值观，研发设计并生产健康座具对外销售。公司的经营模式以

ODM 为主，并逐步延伸到 OBM 模式。（1）采购模式公司的采购模式为订单式采购。公司根据

原材料在品质、特性、价格等方面的供应需求对大额供应商建立了严格的准入、考核、能力提升

和淘汰制度，定期对供应商的成本、质量和供货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估，将考核结果作为采购调整

的依据，由专人对潜在供应商进行考察和评估，采购的原材料经过严格的检验后入库备用。公司

所在地及周边地区原材料供应商众多，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已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证了原

材料的质量和及时供应。（2）生产模式公司的生产模式主要为订单式生产。公司签订订单后，根

据订单情况采购原材料；生产部根据生产计划，组织、控制及协调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具体活动和

资源，以达到公司对成本控制、产品数量、质量环境和计划完成率等方面的考核要求。品管部根

据生产计划和检验标准，进行全过程的测试和检验，并负责产品的包装出货检验。（3）销售模式

公司设立了国际业务部和国内业务部，国际业务部负责国外市场销售，国内业务部负责国内市场

销售。公司的销售模式包括 OEM、ODM、OBM，公司以 ODM 模式为主。在 OEM 模式下，公

司直接按照品牌商的来样试制样品并批量生产，公司只有与 IKEA 的部分业务为这种模式；在

ODM 模式下，公司提供自主设计的样品或按照国外客户订货意向进行设计由其选择并批量生产，

公司与多数国外客户的合作主要为此类模式；在 OBM 模式下，公司自主设计产品、自主制造产

品并拥有自主品牌，公司与部分国内客户的合作为此类模式。（二）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处的

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C21 家

具制造业”，具体属于座椅制造业。2、行业发展情况（1）行业发展概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全球家具生产呈现出从欧美等工业化国家不断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我国凭借劳

动力资源丰富等多方面优势顺应了产业转移，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家具生产基地。近年来，

我国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有力地推动了家具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促进

了传统产业转型及改造升级，促进了我国家具行业从依靠成本竞争向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提升产

业服务水平及产品附加值转变。（2）我国座椅行业发展状况 20 世纪末期，我国办公椅企业主要

为中小企业，由于进入门槛低，座椅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低，产品以中低端为主，高档产品比重



较小，同质化低价格竞争严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我

国座椅行业将向产业聚集化、分工专业化、产品高端化和绿色化、生产高效化、研发快速市场化

的方向发展，盈利模式将从传统大量贴牌生产方式向自主研发、品牌化方式转变，产业组织方式

将从“制造环节的供应链整合”向“整体产业链、价值链整合”转变。（3）座椅行业整体需求状况目

前，国内外无论是脑力工作者还是体力工作者，无论在各大写字楼使用办公椅或在工厂车间里掌

控各式机械器材而使用工作椅，最主要的工作方式都是采用坐姿来完成；紧张忙碌的工作后，无

论是用餐、休息或社交，也是坐着完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座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未来人体工程学、环保及材料创新等将是国内办公椅迫切需要加强的领域。以办公

椅、沙发、按摩椅等为代表的健康坐具逐渐融入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为我国家具的重要组

成部分。经过 30 多年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健康坐具生产及销售国之一，出口至美

国、欧盟及日本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办公椅出口国，逐渐成为

世界办公椅、沙发制造中心和按摩椅的主要生产基地。3、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行业地位公司

于 2017 年 11 月在上交所上市，公司以“成为世界领先的健康座椅提供商”为发展目标，参与起草

国家办公椅行业标准《QB/T2280-2016 办公家具办公椅》《QB/T4670-2014 吧椅》。公司是中国家

具行业优秀企业、浙江省家具行业省级先进企业、品质浙江出口领军企业、浙江省制造业网络营

销示范企业、G20 杭州峰会最佳合作伙伴；拥有智能化功能坐具省级企业研究院、智能化功能坐

具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工业设计中心、浙江省博士后工作

站、院士专家工作站等资质。根据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发布的“2017 年浙江家具行业经济运行情

况”的数据，2017 年，全省家具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销售产值 1006.05 亿元，同比增长 

14.6%；实现利润总额 47.88 亿元，同比下降 13.5%；实现出口交货值 530.72 亿元，同比增长 

10.03%。公司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9,589.38 万元，同比增长 10.03%；实现净利润 16,951.93

万元，同比下降 36.93%。实现境外收入 167,233.89 万元，同比增长 7.57%。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2,644,516,233.63 1,126,046,553.03 134.85 950,570,091.78 

营业收入 1,895,893,756.11 1,723,029,881.39 10.03 1,530,166,999.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5,730,302.45 263,762,204.82 -37.17 189,745,395.3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0,307,566.74 247,503,773.77 -35.23 179,585,357.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79,150,849.75 647,616,709.27 236.49 383,854,504.4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6,775,205.27 244,827,187.26 -48.22 234,127,376.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15 3.52 -38.92 2.53 

稀释每股收益 2.15 3.52 -38.92 2.53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9.63 51.14 减少31.51个百

分点 

43.2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17,922,098.33 496,917,607.61 510,700,816.9 470,353,23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838,224.79 49,825,564.64 59,915,317.79 2,151,19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3,555,721.22 49,276,271.41 58,956,355.87 -1,480,781.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064,265.12 87,049,788.63 -6,396,404.14 52,186,085.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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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3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4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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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人 

安吉恒林商贸有限公

司 

0 11,250,000 11.25 11,25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浙江海邦人才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2,250,000 2.25 2,25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 0 1,500,000 1.5 1,500,000 无 0 境内非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王雅琴 0 750,000 0.75 75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王凡 0 208,667 0.21 208,667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申红珍 158,000 158,000 0.16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丁建南 141,242 141,242 0.14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高明 87,000 87,000 0.09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吴小花 73,700 73,700 0.07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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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9,589.38万元，同比增长 10.0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73.03 万元，同比下降 37.17%；本期实现毛利率 25.03%，与上年同期 31.06%对比，毛利率

下降 6.14 个百分点，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与上年同期对比上升、人民币大幅

升值等因素影响所致。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 [2017]13 号），为了规范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

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

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 

公司对 2017 年 5 月 28 日之后发生的资产处理进行了梳理，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资产组，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无实质

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2、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 2017 年（财会 [2017]15 号），规范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

政府补助》进行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

补助》（以下简称“新修订的准则”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

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修订的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

补助根据新修订的准则进行调整。根据新修订的准则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

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

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及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修订的准则施行日之间新

增的政府补助进行了梳理，即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并在利润

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报告期内，公司与企业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8,189,089.70 元，变更后减少当期营业外收入 8,189,089.70 元，增加

其他收益 8,189,089.70 元。 

3、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颁布《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 和“营业外支出” 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

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

调整法，报告期内，公司调减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217,984.86 元，营业外支出 600,097.15

元，调减资产处置收益 382,112.29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湖州恒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安吉恒友科技有限公司、广德捷林家具有限公司和米德国

际有限公司等 6家子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