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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19-008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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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总股本 385,42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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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欧家居 股票代码 0027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帝王洁具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朝容 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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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6799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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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在2018年度已完成与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交割事项，欧神诺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已

成功切入高端瓷砖领域。公司的主营业务已由亚克力卫生洁具的生产、研发、销售，扩充到了卫生洁具、建筑陶瓷两大重要

家居装饰、装修产品的生产、研发、销售。 

公司卫浴板块主要经营国内高端卫浴品牌“帝王”，是亚克力卫浴领域行业的龙头企业。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以亚克力材

质为主的坐便器系列、浴缸系列产品、浴室柜系列产品以及淋浴房系列产品以及配套的五金龙头配件产品，同时公司已逐步

开发和销售高端陶瓷卫浴。公司除前述主要系列产品外，还有五金挂件、亚克力板材、桑拿房等补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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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卫浴产品主要以线下经销商网络为主，辅以电子商务、整体家装以及互联网家装等渠道销售到终端客户，

报告期内，已逐步开展直营工程业务。 

“帝王”洁具部分产品效果图展示： 

 

 
 

公司建筑陶瓷板块主要经营国内高端瓷砖品牌“欧神诺”瓷砖。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欧神诺主要从事高端瓷砖技术

研发、生产以及销售工作。截止目前欧神诺建有国内先进的建筑陶瓷研发中心，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也是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凭借雄厚的研发设计实力，欧神诺始终定位于瓷砖的中高端市场，在业内树立了“绿色科技人文”的品牌形象。欧

神诺的产品线涵盖了建筑陶瓷的全部品类，主要产品包括了玉质瓷砖、大理石瓷砖、普通瓷质抛光砖、仿古砖、瓷片等全部

主流产品大类及800多个规格花色，可以满足客厅、餐厅、厨房、卫浴、卧室、书房、地窑、阳台、背景、外墙等各类室内

空间、各种档次以及风格的装修用砖需求。 

报告期内，欧神诺采用国际化顶级原创设计、全球化领先技术与工艺、世界顶级配方与新材料“三位一体”完美结合，创

造出“独一无二、独树一帜”的卡可；随着新产品卡可的诞生，预示着国际风CASARA卡萨罗产品系列所带动的品牌化运作的

新模式渐见成功，欧神诺品牌高端定位不断深化提升。 

欧神诺在渠道方面建立了以工装客户和经销商客户为主的销售模式。拥有包括华耐、惠泉等全国性的大型经销商，以及

遍布全国主要省市的区域性经销商；工装渠道方面，拥有包括碧桂园、万科、恒大、雅居乐、荣盛、富力、华润置地、旭辉

等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客户。 

欧神诺瓷砖部分效果图展示：欧神诺依托强大的自主研发优势，结合国内外市场消费潮流，不断开发出艺术内涵丰富、

使用便捷、效果美观的建筑陶瓷产品，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对装饰效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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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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308,344,474.17 533,667,157.83 707.31% 427,457,29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0,640,027.81 54,525,124.98 598.10% 50,631,10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377,860.93 39,339,613.37 800.82% 43,531,86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661,712.24 100,678,450.10 -39.75% 31,333,342.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 0.22 359.09%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9 0.22 350.00%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0% 8.85% 4.45% 10.0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821,347,325.59 1,259,521,343.04 362.19% 657,548,33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47,053,583.86 1,050,819,245.27 209.00% 585,797,6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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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518,436.39 1,163,459,092.53 1,248,774,987.96 1,139,591,95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167,979.80 113,365,785.90 113,607,832.51 109,498,42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639,653.06 110,436,617.85 110,064,483.15 90,237,10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678,565.34 124,643,933.08 21,449,979.30 -52,753,6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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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0,836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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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数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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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 59,391,707 58,359,110 质押 53,194,200 

陈伟 境内自然人 14.96% 57,674,397 56,642,667 质押 43,008,995 

吴志雄 境内自然人 14.96% 57,674,397 56,642,667 质押 42,174,811 

鲍杰军 境内自然人 10.43% 40,202,134 40,202,134   

黄建起 境内自然人 6.17% 23,764,004 23,764,004   

陈细 境内自然人 1.79% 6,910,323 6,910,323   

庞少机 境内自然人 1.71% 6,574,553 6,285,553   

吴桂周 境内自然人 1.61% 6,199,550 5,698,65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2% 5,482,373 5,482,373   

中国建设银行

－上投摩根阿

尔法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 4,59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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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杰军、陈家旺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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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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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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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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国内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性底部，随着房地产和人口周期的拐点到来，国内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受限，以及贸易战

引起的消费信心不足，经济整体下滑。2018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积极抑制非理性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1-12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显示：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7.1654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3%，增速比上年回落

6.4个百分点。在偏紧的政策环境下，房地产行业整体增速逐步向底部靠拢。 

与此同时，建筑陶瓷行业与卫生洁具行业市场需求总量均达到饱和，根据《2018中国陶瓷卫浴行业经销商大数据调研报

告》显示：2018年全国瓷砖总需求量为：671935.5万㎡-724090.62万㎡；需求总量下滑12%；2018年全国卫浴类马桶、浴室

柜、淋浴门总需求量为50517.26万件（套）；需求总量下滑10.76%。（摘自中陶家居网） 

整个行业呈现出零售端需求下滑、工程端竞争加剧的态势。面对市场环境和行业竞争加剧的压力，随着公司与欧神诺重

组完成，高度融合后产生的协同效应，凭借欧神诺在工程业务自营模式多年累积的先发优势，契合了房地产新建住宅精装房

的发展趋势，以及零售模式革新和渠道下沉布局后，公司2018年整体经营实现的逆势增长：2018年度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

430,834.45万元，同比增长70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064.00万元，同比增长598.10%。其中：1）2018年度，

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095.08万元，同比增长13.39%；2）2018年度，欧神诺实现营业收入368,168.43万元，同比欧神诺去

年同期增长53.36%；实现净利润35,559.25万元，同比欧神诺去年同期增长60.27%。扣除合并摊销费用2,207.2万元后，实现

净利润为33,352.05万元。3）2018年度，亚克力板业及其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570.93万元，同比亚克力板业去年同期增长

33.07%。 

2018年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和行业发展趋势做出准确判断，及时调整发展规划并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应

对措施，具体如下： 

1.完成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工作 

 2018年1月5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完成了标的资产的过户工作，欧神

诺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由亚克力卫生洁具的生产、研发、销售，扩充到了卫生洁具、建筑陶瓷两大重

要家居装饰、装修产品的生产、研发、销售。 

随着鲍杰军先生、陈家旺先生加入公司董事会后，公司的治理结构又跨上新的台阶，同时，公司以卫浴事业部和建筑陶

瓷事业部两大事业部并重发展的机制实施帝欧家居的整体战略布局，为保证公司持续增长奠定夯实的管理基础。 

2. 深化协同效应，助力公司快速增长 

渠道协同：公司卫浴业务主要以零售渠道为主，与欧神诺合并后，公司秉着资源有效整合、渠道协同共享的宗旨，凭借

欧神诺近20年来已深耕的自营工程服务团队先发优势和完整供应链管理体系的成功经验，公司在2018年积极开拓卫浴直营工

程业务，为公司卫浴产品进入房地产工装市场开启新篇章，进一步拓宽卫浴产品的销售渠道，为公司提供新的业务增长点。 

资源共享：公司为支持欧神诺产能扩张和直营工程业务的发展，在重组完成后，为欧神诺提供直接资金支持、银行融资

担保，最大程度保证欧神诺各项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解决了过去其发展过程中遇见的资金瓶颈，为欧神诺2018年高速发展

奠定基础。 

3、整合渠道资源，提高公司两大业务板块市场份额 

面对行业变化及公司业务具体情况。卫浴业务在2018年持续巩固零售渠道，扩展销售网点覆盖、提升经销商质量；积极

拓展新零售，不断深化与互联网、家装、整装公司的合作；在工程渠道方面，公司充分利用欧神诺与工装客户合作的渠道并

借鉴欧神诺自营工程服务经验，积极开拓直营工程客户，完善卫浴产品品类，为快速进驻工装市场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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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业务方面：一是欧神诺借助多年来自营工程服务团队累积为集团采购提供优质的服务能力和完善的服务体系等丰富

经验，赢得了房地产开发商的青睐，不但继续保持与碧桂园、万科、恒大等存量客户的合作份额大幅增长，还与新增客户雅

居乐、荣盛、富力、旭辉、华润置地等大型开发商重新构建了战略合作关系，深化促进公司快速发展。 

二是随着消费升级和城镇化建设的推广，欧神诺在零售渠道方面采用多元化渠道布局与深耕，加速网点覆盖、实行通路

与服务下沉：通过1）全面布网”细分县级空白点；2）推动一、二线城市加快“城市加盟合伙商、智慧社区服务店”深度布局。

全面抢占更多、更好的入口位置，促进零售渠道的持续增长。推动线上线下新零售模式，协调统一融汇发展，同时利用欧神

诺多年来积累的工程服务经验帮助经销商开拓整装和工装市场，为零售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模式。截至2018年12月31日，欧神

诺陶瓷经销商逾700家，经销商门店逾1700个。 

4.建筑陶瓷自有产能扩充，助推欧神诺市场扩张 

根据建筑陶瓷业务各销区对产品需求趋势的不断变化，结合欧神诺在发展区域的分布，为了更好的满足欧神诺因市场不

断开拓所带来的产能扩张需求，欧神诺在广西藤县中和陶瓷产业区投资建设了“欧神诺八组年产5,000万平方高端墙地砖智能

化生产线（节能减排、节水）项目”，位于广西的一期项目厂房已投入使用，2018年建成的生产线日均产能70,000平方米/天，

未来公司将根据销区布局情况适时筹建二期项目。景德镇生产基地的扩产升级项目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2018年新增的生产

线日均产能17,000平方米/天。 

    随着建筑陶瓷自有产能的进一步扩张，提高了欧神诺目前的供应效率和产能配套效率，极大满足多元全渠道发展“销地

产”需求，同时也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所带来的产品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产能的提升，形成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进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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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浴产品 478,582,955.37 161,105,195.58 33.66% 13.43% 10.65% -0.85% 

陶瓷墙地砖 3,658,035,036.06 1,311,103,558.67 35.84%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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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707.31%；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643.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98.10%。主要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数据未合并欧神诺业绩，基数较小。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同比大

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合并欧神诺的财务数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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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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按照该文

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变更如下内容： 

1、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原“应收利息”、“应收

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原“工

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

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2、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

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原“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改为“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额”；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原“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改为“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权益变动表中：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

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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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工作，增加欧神诺等共5家子/孙公司，该变化导致本公司财务报表期末

合并财务状况以及本期合并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与年初以及上期相比均有较大变化。 

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8月新设两家全资子公司：佛山帝王、重庆帝王；于2018年10月新设一家控股孙公司天津欧神诺

陶瓷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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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0.00% 至 50.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5,741.84 至 6,625.2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41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直营工程业务增长，销售收入高于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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