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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7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2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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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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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回

购专户上已回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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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洁股份 股票代码 00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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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军 吴文文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麓谷高新区谷苑路 168 号 湖南省长沙市麓谷高新区谷苑路 168 号 

电话 0731-82848012 0731-82848012 

电子信箱 zqb@mendale.com zqb@mendal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立足于家纺行业，致力为顾客提供高品质的家居生活方式，传导充满爱的家居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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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家纺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以及提供高品质的家居生活服务，拥有梦洁（MENDALE）、

寐(MINE)、梦洁宝贝(MJ-BABY)、梦洁床垫、平实美学、觅（MEE）、Dreamcoco、Poeffen等在国内外家纺

市场有重要影响力的自主品牌。 

公司拥有强大的线下销售网络，为公司的发展提供的强劲的支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渠道也

发展迅速。线上线下不断的融合。 

    从国内外家纺用品消费的差距及未来的趋势来看，家纺行业还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升以及消费观念的升级使得家纺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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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092,760.29 1,933,924,378.77 19.35% 1,446,587,83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382,709.37 51,263,680.69 64.61% 97,272,83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193,287.71 46,300,588.21 71.04% 87,177,06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037,399.03 102,069,397.92 90.10% 116,482,629.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7 57.14%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7 57.14%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6% 3.57% 0.59% 6.8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389,896,032.49 3,300,487,953.85 2.71% 2,494,986,58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86,276,517.42 1,985,788,850.10 0.02% 1,437,999,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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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738,094.90 488,056,014.10 439,089,793.57 862,208,85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0,882,203.69 40,976,650.20 3,950,603.37 -11,426,74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638,157.06 39,836,938.29 3,968,175.96 -14,249,983.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009,568.52 -86,820,577.32 37,316,562.91 265,550,9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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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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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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天武 境内自然人 17.82% 138,970,133 104,227,600 质押 74,260,000 

伍静 境内自然人 14.88% 116,006,732 0   

李建伟 境内自然人 7.94% 61,946,079 46,459,559 质押 47,595,690 

李军 境内自然人 5.50% 42,866,928 32,150,196 质押 30,000,000 

李菁 境内自然人 5.50% 42,866,928 32,150,196 质押 26,060,000 

张爱纯 境内自然人 5.50% 42,866,928 32,150,196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

天津信托－天津信托·优选定

增 2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89% 38,120,320 38,120,320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厦门

信托－厦门信托－财富共赢

24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89% 38,120,320 38,120,320   

伍伟 境内自然人 0.95% 7,428,700 5,991,525 质押 5,740,000 

涂云华 境内自然人 0.59% 4,572,523 3,504,3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伍静与伍伟为姐妹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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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

售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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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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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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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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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国内整体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贸易摩擦带来的滞后效应开始集中显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福建大方睡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方睡眠”）因外贸占比高，业绩下降明显。 

2018年，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显现，经济结构不断的优化，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环境、消费理念、消费体验、消费方式等等的不断改善，消费呈现结构性

升级的特征。面对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品市场，公司依托品牌、产品、服务以及渠道的优势，践行互联网

+CPSD（C为顾客，P为产品，S为服务，D为渠道）战略，不断的进行创新，2018年，公司在国内市场取

得了不错的业绩，销售收入创新高。 

     2018年，公司新增、新开终端365个，全品牌旗舰店达到55个。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渠道、电购

渠道等渠道发展迅速，依托强大的信息系统，与线下渠道深度融合。面对新零售的快速发展，公司利用现

有渠道网络的优势，整合公司品牌、渠道、服务以及信息系统，“一屋好货”新零售平台应运而生，增加了

公司、业务人员与顾客的互动，能为顾客提供更精准的产品与服务，顾客的满意度提升，客户的粘性增加。 

公司全球定制化采购智能化生产设备，打造行业内领先的智能工厂，公司主要产品从第一道工序裁片

开始到最终打包入库，全过程智能化覆盖。2018年，公司智能工厂搭建成型，一期产线顺利投产运行，依

靠信息系统联通，公司将进一步对供应链系统与前端销售系统集成，将增强对市场以及客户需求掌握能力，

合理有序的排产排程，及时、准确的满足顾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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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家纺行业一流的研发团队，对市场的变化以及潮流趋势具有卓越的前瞻力。加之公司新品经

过公司研发团队、专家团队、市场团队以及销售团队的层层筛选与评估。2018年两次新品订货会推出的产

品，订货效果明显，市场反响好，新品销售占比提升。同时，公司加大家庭生活相关的小家居类产品的研

发与推广，高颜值、高性价比的“Mendale Home”家居类产品，极大的丰富公司产品线，为顾客提供一站式

的家居生活平台，公司产品的消费频次提升明显。 

2018年，公司继续推进洗护服务板块布局，“七星洗护”打造环保、绿色的高端洗护工厂，提供高端的

服装、家居用品洗护以及奢侈品的维护。“i*wash”布局终端门店，专注于家居用品的洗护。洗护服务与上

门除螨除尘、家居收纳等服务有机结合，提供给顾客高品质的家居生活体验，形成“梦洁特色”。2018年，

公司家居服务板块服务次数超过20.25万次，增加了客户粘性，与销售形成了很好的协同效应。 

2018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监事会任职届满，公司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

事会监事以及新的高管团队。同时，公司加强人才储备，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以及未来发展战略。为了保持

公司核心经营团队的稳定，充分调动核心团队的积极性，保证公司经营目标与发展战略的实现。公司推出

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55名激励对象1,650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0,809.28万元，同比增长19.35%%；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8,438.27

万元，同比增长64.61%。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338,989.6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8,627.65万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4.16%，基本每股收益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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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件 954,683,779.75 438,948,211.34 45.98% 16.71% 15.63% -0.43% 

被芯 761,337,465.95 303,849,381.87 39.91% 39.67% 40.31% 0.18% 

枕芯 131,326,213.44 60,060,162.98 45.73% 17.55% 9.92% -3.18% 

其他 460,745,301.15 183,956,685.26 39.93% 0.36% -9.68%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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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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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38.27 万元，同比增长 64.61%，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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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自2018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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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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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合并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期初余额424,456,664.67元，

期末余额422,214,476.18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

示期初余额569,356,760.74元，期末余额891,264,733.29元。 

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与其他

应收款合并为“其他应收款”列

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列示期初金额71,847,315.86元，期末金额

61,185,894.65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列示期初金额

225,498,225.04元；期末金额268,892,212.19元。 

将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清理合

并为“固定资产”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列示期初金额719,989,891.68元，期末金额

939,277,363.61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列示期初金额

638,454,044.65元；期末金额84,151,7621.78元。 

将工程物资、在建工程合并为

"在建工程"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列示期初余额95,542,538.70元，期末余额

134,014,766.97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列示期初余额

95,542,538.7元；期末余额134,014,766.97元。 

将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合并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期初余额427,423,505.83元；

期末余额508,809,941.40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

示期初余额451,548,077.66元；期末余额530,581,555.26元。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与其他

应付款合并为"其他应付账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列示期初余额54,147,578.37元，期末余额

111,910,168.18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列示期初余额

329,358,466.39元；期末余额674,335,880.81元。 

将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

合并为“长期应付款” 

合并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列示期初余额4,866,018.67元，期末余额

3,000,415.53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中新增

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用

不再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 

合并利润表：上期金额增加研发费用25,098,634.59元，减少管理费用

25,098,634.59元；本期金额增加研发费用30,903,059.82元，减少管理费

用30,903,059.82元； 

母公司利润表：上期金额增加研发费用11,162,812.43元，减少管理费用

11,162,812.43元；本期金额增加研发费用9,763,671.86元，减少管理费用

9,763,671.86元。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 "财务费 合并利润表：利息费用列示上期金额 21,906,905.34元，本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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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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 

24,845,138.91元；利息收入列示上期金额2,913,150.77元，本期金额

4,301,047.32元。母公司利润表：利息费用列示上期金额16,890,472.43元，

本期金额18,994,184.86元；利息收入列示上期金额2,249,131.90元，本期

金额3,250,493.50元。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

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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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新增1家，为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湖南维品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天武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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