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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3                  证券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19-015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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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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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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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总

股本扣除回购账户股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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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宝宝 股票代码 00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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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俊 朱丹莎 

办公地址 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 588 号 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 588 号 

电话 0572-8405322 0572-8405635 

电子信箱 dehua_ss@dhwooden.com zds@dhwood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室内装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业务分设三个事业部，其中，装饰材料事业部

主营业务为装饰板材、装修五金、油漆、墙体涂料、胶粘剂、墙纸等室内装饰主、辅材料的生产和销售；

家居宅配事业部主营业务为衣柜、橱柜、木门、地板、儿童家居、集成墙面板等定制化家居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互联网业务事业部主营业务为电商代运营业务及其衍生的互联网增值服务业务、兔宝宝电商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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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材料事业部、家居宅配事业部、互联网业务事业部，三驾马车协同并进,共同推动公司整体家居业务发

展壮大；兔宝宝商学院、研究院、设计院，各司其职，为公司提供持续的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产品设计

支撑，助力公司打造从装饰材料到定制家居等多元化发展的完整产业链。 

公司装饰材料业务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国内产销规模最大、渠道覆盖最广、专卖店数

量最多、经营品种最全的行业龙头企业，公司优化传统专卖模式，坚持多渠道营销策略，做大做强单品，

全面布局“健康大家居”战略。同时，整合业内优势建材家居企业，拓展互联网营销业务，通过传统企业

的互联网化改造使之激发新的活力，让发展与超越成为永续。公司研发生产的高端实木多层家具板系列产

品，是美国、欧洲等国顶级橱柜生产企业的定点供应商；公司与加拿大合作并研发创新的可饰面 OSB 板（顺

芯板），是目前国内市场性价比最高的新型装饰板材之一，用于替代国内市场目前广泛使用的细木工板、

纤维板等装饰板材，经过近几年公司的强势推广，顺芯板已逐渐为国内消费者了解和接受。为满足消费者

对健康家具板材一站式服务的需求，公司全面导入“兔宝宝易装”业务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从家具板材供

应到柜体定制、家具定制、乃至整屋定制的深度服务；同时，全力打造的“兔宝宝易采”平台，将全面整

合贯通辅料产品的采供销流程，为经销商、家装公司、家具企业、家装工作室、乃至设计师、项目经理、

油木工等提供全品类辅料产品服务；2018 年底，公司营销体系全面导入销售分公司运营模式，赋予销售新

职能，全面推进 B 端特别是小 B 端业务，为打造国内装饰材料最强综合服务商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全装修趋势的兴起和消费者消费观念的不断升级，装修成品化趋势加快，为满足高端消费者的需

求，公司正在扎实推进成品家居业务向实木复合和实木系列升级，在原有地板、衣柜、木门的基础上，陆

续导入橱柜、儿童家居等定制化产品体系，形成了定制家居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公司自 2015 年创建家居

产业园，经过几年的建设，兔宝宝家居产业园现在拥有标准化的生产厂房、自动化的流水线生产线、智能

化的产品设计，基本完成了衣柜、橱柜、地板、木门及其它木作制品、儿童家居等定制家居完整的产能布

局，几大体系共同担当起兔宝宝“布局全屋定制、实现产业拓展”的重任。 

以推进行业绿色进程为已任，是兔宝宝成立至今始终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延续至今深深植入企业和

品牌的灵魂，公司始终把企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统一、把企业效益与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环保产品

有机统一，不管是装饰材料还是成品家居，我们始终以高品质、高环保标准为方向标，为人们打造更健康

宜居的室内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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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306,456,70

8.28 

4,119,558,47

4.48 

4,119,558,47

4.48 
4.54% 

2,677,012,26

0.84 

2,677,012,26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30,851,363.

87 

364,882,439.

66 

364,882,439.

66 
-9.33% 

259,830,057.

43 

259,830,057.

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0,231,067.

96 

312,966,174.

69 

312,966,174.

69 
-20.05% 

230,822,407.

76 

230,822,407.

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01,194,557.

79 

435,507,912.

22 

437,731,275.

22 
-31.19% 

388,470,828.

04 

390,590,976.

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4 0.44 -6.82% 0.32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4 0.44 -6.82% 0.32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1% 20.75% 20.75% -2.54% 17.57%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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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985,528,40

2.17 

2,666,941,77

6.31 

2,666,941,77

6.31 
11.95% 

1,984,299,12

0.94 

1,984,299,12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57,457,93

2.63 

1,930,789,78

4.67 

1,930,789,78

4.67 
-14.16% 

1,580,359,99

3.20 

1,580,359,99

3.2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及

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将 2017 年实

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223,363.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将 2016 年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120,148.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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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006,595.24 1,251,446,965.60 1,204,017,352.36 1,196,985,79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62,311.45 135,099,046.53 74,284,317.60 66,405,68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281,118.58 110,700,508.94 52,751,690.84 46,497,74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460,406.51 231,464,115.64 78,153,453.70 78,037,3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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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5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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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47% 229,344,885 0 质押 181,500,000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31% 50,813,008 50,813,008 质押 25,500,000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3% 22,813,301 0   

丁鸿敏 境内自然人 2.52% 20,325,204 20,325,204 质押 20,310,990 

高阳 境内自然人 2.34% 18,893,311 18,89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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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创金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金鼎投

资价值成长9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7,787,500 0   

陆利华 境内自然人 0.94% 7,561,356 5,286,017   

秦锋 境内自然人 0.71% 5,730,400 0   

陈密 境内自然人 0.67% 5,430,995 5,330,99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优享红利

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5% 3,632,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境内非国有法人股股东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丁鸿敏、及德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德华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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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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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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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家居建材行业直面洗牌，全装修与定制化企业不断挤压市场份额，装饰材料行业竞争加剧，企

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行业环境，报告期公司严格遵循三年发展

战略目标和年度经营计划，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2018 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43 亿元（品牌授权 B

类收入折算后的营业收入合计数为 76.18 亿元，同比增长 5.81%，其中装饰材料事业部销售收入 67.65 亿

元，同比增长 5.7%；家居宅配事业部销售收入 7.34 亿元，同比增长 4.86%；互联网事业部销售收入 0.72

亿元，同比持平；其他业务收入 0.47 亿元，同比增长 56.67%），同比增长 4.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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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板材 3,392,118,898.70 117,704,082.97 9.35% 4.66% -9.35% 0.12% 

品牌授权 228,580,900.72 109,346,249.74 98.79% 2.56% -14.3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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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

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4,094,333.5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5,953,615.78 

应收账款 71,859,282.28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919,086,221.64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919,086,221.64 
固定资产 267,452,997.92 

固定资产 267,452,997.92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20,044,409.45 

在建工程 20,044,409.45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63,930,397.05 
应付账款 263,930,3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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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280,119,039.50 应付股利 1,653,000.00 

其他应付款 278,466,039.50 
长期应付款 13,989,354.62 

长期应付款 13,989,354.62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150,611,929.59 管理费用 103,783,253.65 

研发费用 46,828,675.9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注] 

63,644,832.8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65,868,195.8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注] 

787,223,363.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785,000,000.00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2,223,363.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号——关于

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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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浙江云兔智维家居设计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1.26 2,000,000.00 100.00% 

浙江云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1.31 3,000,000.00 100.00% 

杭州易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03.06 210,000.00 100.00% 

香港悦希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05.30 8,032.71 100.00% 

宁国恒基伟业建材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9.05 28,050,000.00 55.00% 

浙江兔宝宝易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10.25 1,000.00 100.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江西德华兔宝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清算 2018.11.12 11,508,801.84 835,594.51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鸿敏 

                                                         2019 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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