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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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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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股份总数 369,396,44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30元（含税），

本次派发现金红利 84,961,182.12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进行送股。此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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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达卫浴 60338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春玉 方倩 

办公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惠达路2

号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

镇惠达路2号 

电话 0315-8328818 0315-8328818 

电子信箱 info@huidagroups.com fangqian@huidagroup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以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卫浴家居产品的需求为目标，通过不断创新产品设计、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力求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产品和服务综合解决方案的现代

化管理企业。公司目前拥有“惠达”、“杜菲尼”两大自有核心品牌。公司通过强大的设计研发、

丰富的产品组合、敏捷的供应链管理、全面的营销网络布局以及精准的品牌定位等，在国内外卫

浴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卫生洁具、陶瓷砖和整体卫浴，其中卫生洁具包括卫生陶瓷、五金洁具、

浴缸、淋浴房和浴室柜，陶瓷砖包括内墙砖和地砖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地产、酒店、公寓、学校、

医院等领域。 

公司卫生洁具产品效果图： 

   
 

   

陶瓷砖产品效果图： 

   

整体卫浴产品效果图： 



   

 

公司围绕“创新、务实、争先、敬业”的企业精神，本着“以人为本、品质至上、追求创新”

的经营理念，始终秉承“永续经营，诚信立业，共创价值”的核心价值观，服务客户，细节经营，

视产品质量为生命，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争创卓越企业，回

报社会。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分为 OBM、OEM、ODM 三种。在国内市场及部分海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

公司主要采取 OBM 经营模式，也是目前公司主要采取的经营模式。在海外发达国家及地区，公

司较多采取 ODM 与 OEM 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长期采购与临时采购两种方式。对于大宗原材料，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议定长期价格并对关键原料进行集中采购建立战略储备；对于及时性零部件、辅料、包

装材料等，根据具体需求综合考虑价格、质量、交期等因素实时采购。 



公司建立了有效的供应商评估、考核管理机制，对合格供应商名册定期更新、优胜劣汰。必

要时，公司会组织技术研发、品质、生产、采购等部门成立跨部门评价小组，根据采购物料的重

要程度，对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及品控、价格、服务、技术研发、生产等能力进行综合审查，选出

最优质供应商，为生产的稳定性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公司在采购及生产环节，全面推广精益生

产管理理念，持续提升供应链管理整体水平。 

2.生产模式 

公司以自主研发生产的模式为主，外协加工为辅。在生产过程中，公司对订单完成率、库存

周转天数、呆滞品和超交期产品的占比等指标进行 KPI 考核，严格管控每一道工序，做到精细化

生产。 

在自主研发方面，公司的生产管理部根据销售部提供的订单数据和市场数据进行预测研究，

结合公司整体的生产能力编制年度生产计划和月度生产计划，并负责生产计划的跟踪和管控。在

此过程中，公司制定了最低订单量，生产管理部根据经审批的生产计划、正式订单和成品库存量

等情况制定具体生产实施方案。 

在外协加工方面，公司产品主要涉及五金洁具、陶瓷砖、淋浴房及智能便盖。外协厂商根据

公司设计的严格要求进行加工生产，产品验收合格后将通过本公司销售部对外直接进行销售。公

司通常选取加工能力位于市场前端、信誉良好的企业作为外协厂商，并对外协厂商的生产设备、

质量标准、产品认证等多方面进行实地考察，以确保外协加工的产品质量。目前与公司保持友好

合作关系的外协厂商包括浙江怡和卫浴有限公司、广东海洋卫浴有限公司等，这些外协厂商是对

公司自有生产线在产能上的有效补充。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分为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 

经销模式：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经销商管理体系,公司经销商分为零售经销商模式和工程经销商

模式，零售经销商模式主要是公司与经销商签订合同，给予经销商在特定区域销售其产品的权利，

由企业向其供货，并允许其使用统一的商标、品牌等，经销商通过销售门店展示卫浴产品并销售

给最终消费者。工程经销商模式是由公司下派专业人才到各个省市，组织当地优秀的经销商，形

成专业的团队，与当地的工程项目开展合作。 

直销模式：公司直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并向其销售产品，主要模式有：直接向房地产开发



商等工程客户销售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设立网店进行产品销售；通过展会、展厅展示并销售

产品。 

（三）卫浴行业情况 

1.行业格局 

21 世纪以来，中国卫浴行业发展迅猛，产品产量及质量、设计水平及工艺水平快速提升，越

来越多的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目前，按照消费者的购买偏好，我国卫浴市场可分为高端市

场、中端市场和低端市场。 

高端市场：以东陶、科勒为代表的外资品牌，依托自身的品牌和技术优势，迅速占领高端酒

店、宾馆、写字楼等高端市场。 

中端市场：以惠达、箭牌为代表的全国性本土卫浴品牌在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基础上，通过

持续的自主创新、经营品牌，生产制造能力及品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稳固原有大众消费市场的

基础上，逐渐向外资品牌主导的高端领域扩展。同时，以惠达为代表的少数本土企业通过海外销

售渠道积极拓展自有品牌，开启了本土卫浴品牌国际化发展的征程。 

低端市场：以中小企业为主，生产企业众多，行业集中度低，产品同质化严重，以价格竞争

为主要手段，逐渐占据三四线城市的部分市场。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节能减排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排污治理、环保达标成为淘汰落后产能的重要手段之一，部分低端市场的中小企业被关停淘汰。

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卫浴产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在此大环境下，具有品牌、渠道和规模优势的卫浴企业主要竞争于中高端市场，这些企业能够更

为准确的进行市场定位，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高品质和个性化的需求，因此成长迅速，市

场发展空间巨大。同时，部分优势企业也在拓展中低端市场的产品线，抢占三四线卫浴市场。 

2.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2019 年，在国内外风险与挑战日益复杂的局势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 6.1%，

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733 元，实际增长 5.8%，其中，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

断缩小，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行业品牌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进入“品牌化”阶段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市场接受能力增强，卫浴行业进入了品牌消费阶段，消费者更加青睐具

有品质保障和优质服务的品牌。同时，下游房地产行业为了确保产品质量、性价比，争取品牌背

书吸引购房者，国内工程采购多选择生产实力与品牌知名度兼备的高端品牌合作，行业品牌集中

度进一步提高。因此，2019 年，尽管行业整体销售形势不甚理想，但具有一定市场辨识度的行业

知名品牌，其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越来越高，我国卫浴行业进入“品牌化”阶段。 

（2）销售渠道正面临新一轮的深度变革，经销商转型升级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正在发生变化，卫浴行业企业通过互联网

技术的革新，将线上线下资源整合，实现线上线下资源互通，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体

验。同时，精装、整装和套装的突然快速崛起对零售渠道造成猛烈的冲击，工程与零售两大渠道

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深度变革。 

受消费者消费观念、厂家品牌化发展以及销售渠道裂变的影响，经销商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

对于厂家而言，经销商是理念一致、休戚与共的合伙人；对于消费者而言，经销商则成为凭借专

业知识和服务能力为消费者、工程采购方等利益相关人提供服务的综合服务商。 

（3）定制卫浴、智能卫浴和整体卫浴快速增长，但市场份额仍然较小 

与传统卫浴相比，定制卫浴能够让消费者享受更好的服务体验，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方

面存在较大的竞争优势；以智能马桶为代表的智能卫浴产品，外观高端大气，在舒适性、健康性

和环保性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深受重视生活品质的年轻消费者喜爱；整体卫浴工期短，成

本较低，安装便捷，节能降耗，在保温性、便利性和环保性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鉴于上述

诸多优点，定制卫浴、智能卫浴和整体卫浴在过去几年均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在我国的

普及程度并不高，传统卫浴目前仍占我国卫浴市场的主要份额。 

（4）卫浴行业企业转型升级，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面对消费升级、成本攀升、渠道变革、竞争加剧、环保政策加码等诸多挑战，卫浴行业企业

纷纷开始转型升级，在技术、产品、规模、渠道、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革新，部分企业转型升级

成效显著，逐渐拉开与中小企业的差距，行业分化趋势明显，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以及人们对卫生、健康的看重，

未来人们对更加智能化、电子化和人性化的高品质卫浴产品的消费需求将会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发

展趋势，使得传统制造模式下大批量同质化生产竞争力越来越弱，取而代之为从消费者需求出发，



以大数据为驱动的无缝对接智能化制造、数据化制造的全新制造模式，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3.上下游行业对本行业发展的影响及行业的周期性 

卫浴行业的上游行业主要为原材料开采及加工行业，包括泥原料、釉原料、聚丙烯、铜材、

原纸和木材等行业。原材料开采及其加工行业对本行业影响不大。由于泥原料、釉原料、石膏粉、

铜材、玻璃和木材等原材料供应充足，开采及加工企业众多，行业竞争充分，采购价格根据市场

定价。但基于不同地域的原材料特性有所不同，为保证卫浴产品品质及原材料供应，卫浴生产企

业通常会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并储备一定数量的原材料，保证生产供应。 

卫浴行业下游行业主要有房地产行业、装修装饰行业以及终端消费者。2019 年房地产行业政

策调控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及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房住不炒”的

定位不动摇，持续深化“因城施策”的分类调控政策，引导保障合理住房需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9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71,558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0.1%。尽管商品房销售面积有所下降，

但考虑到卫浴行业受住房消费升级、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老龄化严重、离婚率的提高以及存量

房时代下更新改造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预计市场需求呈现稳定的态势。 

卫浴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国民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房地产行业景气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总体来说卫浴行业的周期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周期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由

于房地产投资开发规模受宏观经济形势与政府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大，因此本行业也会受此影响，

但由于二次更新需求的大量存在，在较大程度上也缓解了房地产市场波动对该行业的影响。 

4.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成立于 1982 年，至今已有 38 年的历史，是我国最早从事卫浴产品生产经营的企业之一，

较早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参与起草并修订了多项卫浴行业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公

司于 2017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是首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综合型卫浴企业。2017 年，

公司被认定为第一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的企业之一，是卫浴行业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 

近年来，公司产品相继进入了全国政协礼堂、国务院外交部大楼、北京西客站、世博会场馆

和国家体育馆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以及海外马来西亚森林城市项目。公司通过三十余年来在卫浴

行业的沉淀和积累，在生产工艺、销售模式、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均居于同行业前列，成为中国卫

浴行业具有竞争性和成长性的龙头企业，行业地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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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770,772,131.24 4,412,951,310.40 8.11 4,072,128,375.64 

营业收入 3,210,228,496.58 2,900,006,368.37 10.70 2,748,201,453.3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9,045,357.32 238,825,161.14 37.78 226,627,786.3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3,321,524.36 208,551,910.15 31.06 206,746,174.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385,380,564.10 3,148,711,293.95 7.52 2,995,136,416.1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6,771,472.69 -58,236,694.53   263,549,670.5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89 0.65 36.92 0.6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89 0.65 36.92 0.6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10 7.79 增加2.31个百分

点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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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779,832.99 826,687,832.93 841,680,487.29 886,080,34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2,999,881.43 89,671,484.25 84,017,563.51 102,356,42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4,805,397.26 85,214,963.30 78,581,664.09 74,719,49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91,458.72 -47,607,439.82 194,269,431.03 81,500,9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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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7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7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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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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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惠文 0 63,323,733 17.14 62,117,203 无   境内

自然

人 

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

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

站 

0 49,963,937 13.53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唐山市丰南区鼎立投

资有限公司 

0 39,133,910 10.59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王彦庆 0 22,815,325 6.18 21,605,935 无   境内

自然

人 

唐山市丰南区庆伟投

资有限公司 

0 19,040,350 5.15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唐山市丰南区助达投

资有限公司 

0 17,527,834 4.74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董化忠 0 12,669,991 3.43 12,493,711 无   境内

自然

人 

王彦伟 0 10,659,198 2.89 9,452,668 无   境内

自然

人 

唐山市丰南区伟业投 0 10,208,784 2.76   无   境内



资有限公司 非国

有法

人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9,527,415 9,527,415 2.58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王惠文为王彦庆、王彦伟之父亲；王彦庆、王彦伟系兄弟关

系；王惠文、王彦庆、董化忠、王彦伟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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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凭借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渠道、品牌建设以及线上线下新零售运营等方

面的综合竞争优势，公司在 2019 年度实现了营业收入 32.1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7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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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的“44、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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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

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