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816                                       公司简称：顾家家居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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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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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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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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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家家居 60381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邦灯 周丽娜 

电话 0571-85016806 0571-8860381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

599号顾家大厦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

599号顾家大厦 

电子信箱 securities@kukahome.com securities@kukahom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633,562,013.43 10,500,029,872.23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41,425,661.92 4,677,505,784.99 7.7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6,226,744.83 160,557,504.73 333.63 

营业收入 5,010,181,694.99 4,049,012,503.88 2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8,708,527.03 482,506,866.52 1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1,522,187.92 392,337,366.21 9.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1 11.32 减少0.01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 0.81 16.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4 0.81 16.0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35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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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25 296,574,600 294,294,000 质押 157,866,240 

TB Home   Limited 境外法人 26.32 158,466,000 158,466,000 质押 57,8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未知 2.59 15,618,040 0 无 0 

李东来 境内自然人 0.96 5,766,600 4,036,620 无 0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4,620,000 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顾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0 3,637,652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添富

民营活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3,109,243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信内

需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4 2,628,523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2,170,621 0 无 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四

未知 0.31 1,887,836 0 无 0 



二二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顾江生持有顾家集团 61.6%的股权，顾玉华、王火仙分

别持有 TBHome60%和 40%的股权，顾玉华与王火仙系夫妻关

系，顾江生系顾玉华、王火仙之子，故顾家集团与 TBHome

构成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顾家集团全资子公司，故两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综上，顾

家集团、TBHome 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构成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持续以“创造幸福依靠，成就美好生活”为使命，立足“开放、进取、求真、务实”的

价值观，坚持“一切为了用户、一切服务业务、一切立足胜利”的三个一切的行动纲领，深入贯

彻“进攻、转型、管理”的关键经营原则，向成为一家满怀激情、受人尊敬的世界级综合家居运

营商的目标奋进。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10,181,694.99 元，同比增长 23.7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558,708,527.03 元，同比增长 15.79%，公司整体销售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制造布局方面 

黄冈基地完成新厂房布局，主要生产及保障设备完成招投标或购置；王江泾、秀洲工厂顺利

整合；河北工厂本地化供应持续推进；下沙工厂持续改善；江东工厂各工序生产品类进一步细分。 

2、研发管理 

报告期内，筹办产品与技术大会，发布《产品与技术体系框架》、《产品规划》、《技术项目规

划》、《奖项评选标准》、《2018 技术年鉴》；申报 2 件实用新型专利，完成产品核心部件开发；以

米兰理工作为体系建设平台，成立米兰研发基地，搭建海外运营团队，完成海外公司注册选址及

供应商走访、交流；开展新材料开发联合保障项目，1-6 月份新材料首批量产一次性合格率较同

期提升。 

3、供应链管理 

围绕“需求驱动、柔性敏捷、集成互联”的战略要素及总体战略推进思路，打造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的端到端视角的供应链体系。协同式供应链库存管理系统的持续优化，实现交付周期缩短；

TMS（物流运输系统）功能的持续优化，新增发货计划的系统传递、整车电子招标、物流运费计算、

车辆预约等功能，集成采购产品车辆预约、装卸货及运输节点记录，为实现数字化物流奠定了基

础；WMS（仓储管理系统）杭州仓自制及配套产品上线，实现了 WMS 的核心功能；设备代人项目的

推动，引入沙发仓库电动拖车、饰品仓打包台、货笼等的投入，综合成本和效率都有改善。 

依据不同业务场景制订差异化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助力业务增长，同时继续推动基础工作的

落地，抓计划、管流程、核库存、控差异、准交付，夯实供应链的管理基础。建立了下线装柜（一

日周转）的业务模式，为缩短订单周期、提升存货周转、降低仓储成本等提供了支撑；通过需求

管理、请购模式、采购回货各环节流程的梳理、规则的调整、规范的输出并实现了系统固化的功

能，实现了交付满足率提升的同时存货周转提升；在售客户 SKU 下单持续推动，使下单效率提升

90%以上，同时为预测方式的调整、产品的前置管理以及工厂间按客户调整产能等奠定了有力的基

础，以实现交付满足率的提升和存货风险的降低。 

4、内贸业务 

公司大力推进渠道建设。2019 年上半年进驻空白城市 82 个，优化城市 48 个；同时通过优化

开店流程、统一施工队、拓展与业务资源的有效融合等措施，门店开店周期较年初缩短。进驻主

要物业新项目（即 B2B项目）55 个，进驻主要物业老商场 125 个。 

公司重视产品及产品力管理。公司积极寻找具备辨识度、有科技感的新产品卖点，注重外观、

材料及结构升级，提升产品卖点与竞争力。 

5、外贸业务 

持续聚焦大客户策略。 

产品方面：不断推进 BOM 规范及优化，完成选配项 BOM 关联，报价准确性提高、物控数据处

理时效提高，外贸定价系统上线，提升了报价精细化管理。同时，公司不断完善现有产品梯队，

加大产品资源投入力度，突破现有面料，拓宽面料可选择性。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

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