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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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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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 1.76 元（含税），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本方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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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霖科技 60399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朝华 林建华 

办公地址 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298号 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298号 

电话 0592-3502118 0592-3502118 

电子信箱 irm@solex.cn irm@solex.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始于卓越产品的开发能力和用户需求的掌握能力，将研发创新与工业设计融入产品中。

公司按照业务定位分为品类 IDM 业务和“松霖·家”业务两大类。品类 IDM 业务产品包括厨卫、家具

及美容健康等品类，致力于为全球各大知名品牌、大型连锁零售商提供技术一流、质量领先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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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客户群体，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实现战略升级。 

品类 IDM 业务 

 公司主要通过 IDM 模式为全球各大知名品牌商、大型连锁零售商提供各品类产品的设计研发

和生产制造服务。厨卫配件是公司现阶段的主要产品，包括花洒、淋浴系统、升降杆、龙头、软

管、浴室柜、智能马桶等。在活动家具品类，公司主要针对与人体互动性更高的产品，目前主要

产品为沙发、床、桌椅。同时在原有基础上，公司拓展至美容健康品类，主要包括美容花洒、美

容仪、冲牙器等产品。 

 “松霖·家” 业务 

经过 5 年的不断研发、探索与实验，公司逐步形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性业务——“松霖·家”，

该业务由松霖家居子公司运营。 

“松霖·家”顺应中国消费升级、智能家庭未来需求的趋势，创造性地建立起集整屋居家产品、

全程闭环式服务及独立自营载体平台的三位一体的品牌模式。该模式彻底突破传统因产品、服务、

平台分离而给家装客户带来的巨复杂、高成本、低品质的现状，“松霖·家”将为目标客户提供从室

内设计及装修、全屋定制及软饰等真正一站式的产品及服务。“松霖·家”模式是全新独创的物种，

目前无论中国或全球暂没有公司涉足该模式。 

“松霖·家”业务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在目标城市开设大型自营品牌体验中心及线上线下 O2O

模式，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新体验。2020 年上半年，第一家“松霖·家”将在厦门开业运营，并计划

全年将布局至少 5 个城市，这将标志“松霖·家”战略正式启航。 

（二） 经营模式 

IDM（Innovation Design Manufacturer，创新设计制造商）模式是对传统 ODM 模式的升级和优

化，由公司利用自有资源对区域市场状况及消费需求趋势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产品创新概念，形

成完整的产品策划方案，并由公司自行完成产品创意设计，研究开发产品相关技术解决方案，最

终向客户交付包含公司专利技术、创意设计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模型、技术模组或成型产品。

IDM 模式产品 包括了公司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包含了公司

的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意。IDM 模式是公司在与国际知名品牌客户长期稳定深入的合作实践中发展

起来的，符合行业特点和发展趋势的，极具公司特色的一种“以创意设计、技术创新引领市场销售”

的经营模式，其核心基础在于公司强大的创意设计和技术创新实力。 

研发模式 

 公司的研发机构主要为各个产品事业部单独设立的研发部门，推动各个品类产品的创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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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同时公司还设有智能电子技术研发中心，为各个事业部提供电子、智能技术的研发支持。公

司建立了囊括全球各区域最新产品与设计的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技术确立新产品的研发方向。同

时，由事业部单独进行研发的模式能够将研发与销售紧密结合，新产品研发过程必须与潜在客户

群体匹配，从而充分保证研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新品研发的转化率。 

采购模式 

公司通常按照规格型号、质量、价格、交货能力以及实际订单需求等因素筛选符合条件的供

应商进行批量采购。对于非标准零配件，因其在规格型号、适配产品等方面差异较大，公司一般

向供应商提供该类零配件的加工图纸，并规定生产期限，经检验合格后确认采购。 

公司营销中心接到客户产品订单后在 SAP 系统内生成销售订单，经物流部、质量部审核评估

后，物流部计划课将订单产品按生产所需的材料和零配件进一步分解，并根据各类原材料的库存

情况、交货期限、生产状况等因素制定相应的材料和零配件采购计划。    

 对于新供货商，公司采用完善的评估制度并进行样品试制和小批量试用。对于长期合作的供

应商，公司一般签订框架式《基本供货合同》规范双方的权力及义务。 

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采取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客户具有多批次、小批量的采

购特点，不同客户以及同一客户不同批次的订单对于产品的规格、型号、尺寸等方面的要求差异

较大，因此公司绝大部分产品属于非标产品，需根据客户的订单要求进行定制化生产。公司生产

方式多为自主生产并辅以工序外协生产以缓解公司因客户订单超预期增长时出现的临时性产能不

足问题。 

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主要通过 IDM、ODM 等方式向客户直接销售，主要客户是国际知名/高端厨卫、家

具、美容健康品牌商及大型连锁零售商，不存在公司自主品牌产品销往境外的情形。 

（三）  行业情况说明  

厨卫行业 

根据近五年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数据显示，2019 年住宅商品房销售增速放缓，但仍呈上升趋

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60.60%，较去年仅上升 1.02 个百分点。相

较于发达国家 80%左右的城镇化率，中国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建设，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住宅商品房销售仍将维持较大的规模。住宅商品房稳定增长的销售

规模将持续带来家庭装修需求，从而促进厨卫配件行业的发展。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3992                                                       年度报告摘要 

国际市场同样呈上升趋势，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且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自 2011 年以来美国新建销售住房销售数量不断上升。 除上述发达国家市场外，以印度等为代表

的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快速推进，对厨卫产品的市场需求也

快速增长。此外，全球二手房翻新的需求也会增加市场对厨卫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随着时间的

推移日益迫切。 

公司目前业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主要客户也均是国际知名厨卫品牌商和国际大型连锁建材

零售商。公司将会不断地加大研发力度以保持创新优势，增强在行业内的话语权。 

家具行业 

家具行业目前属于成熟期，且生产和销售会受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

居民消费习惯的转变及房地产行业的景气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亿欧 2019 年的相关报告，全球家居家装行业市场规模为 34,801.5 亿美元，并将在

2020-2024年内以 4.95%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2024年，全球家居家装市场规模将达到 44,310.9

亿美元。 

目前，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开始关注居家的整体生活艺术，旧式的成品家具已不能满足消费

者对个性化生活的追求，人们更喜欢在居家生活中加入更多自主的创意与特色。个性化、体验化、

自我满足式的消费正逐渐成为主流。Z 世代、粉丝经济、颜值经济成为了消费领域创业投资的新

风向。  

美容健康行业  

人们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护肤保养需求逐渐增多，推动了美容健康和个人护理产品

市场需求的增长。家庭个人护理中，近年来，小型个人美容仪市场逐步兴起，为消费者提供日常

的美容保健需求。目前，全球美容仪行业处于较快的发展阶段。据 P&S Market Research 分析称，

美国家用美容仪器销售额年平均增长 19.3%，主要美容仪器包括脱毛器、祛痘仪、LED 治疗仪、皮

肤废弃物清洁仪、护肤吸收仪器等。在此环境下，公司的主要产品美容花洒、美容仪及冲牙器的

市场前景良好。据国泰证券和欧睿国际估计，到 2020 年，仅洁面仪这一细分功能的产品的总销售

额将从 2018 年的 22.4 亿元人民币增加至 82.6 亿元人民币。目前国内消费者多倾向于国外进口的

美容仪尤其是日本的产品，中国市场将会是未来国际美容及个人护理品牌商的重要市场。在此环

境下，公司美容健康品类产品的市场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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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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5,690,328.08 1,601,064,064.58 48.38 1,376,851,881.77 

营业收入 1,738,628,793.43 1,758,667,132.37 -1.14 1,735,433,45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4,178,922.82 236,195,346.99 -0.85 155,803,39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31,830,021.70 238,859,735.88 -2.94 168,966,91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806,450,411.63 1,146,195,913.51 57.60 942,400,70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7,353,140.91 314,717,543.58 -15.05 182,096,924.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3 0.66 -4.55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3 0.66 -4.55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06 22.91 

减少5.85个

百分点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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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095,829.25 452,886,843.71 465,521,814.12 
481,124,30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265,992.08 66,529,827.84 51,468,429.67 67,914,67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659,886.42 68,193,451.56 73,518,737.46 54,619,07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39,068.70 22,023,444.87 105,262,036.94 94,114,197.5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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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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7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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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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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0 124,751,108 31.11 124,751,108 无 0 境外法人 

周华松 0 89,736,506 22.38 89,736,506 无 0 境内自然人 

厦门松霖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0 88,965,300 22.19 88,965,3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文利 0 31,243,380 7.79 31,243,38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华柏 0 5,940,376 1.48 5,940,376 无 0 境内自然人 

厦门信卓智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5,301,000 1.32 5,301,000 无 0 其他 

厦门联正智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5,301,000 1.32 5,301,000 无 0 其他 

周丽华 0 2,970,188 0.74 2,970,188 无 0 境内自然人 

厦门励众合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2,001,000 0.5 2,001,000 无 0 其他 

陈斌 0 1,500,000 0.37 1,5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松霖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公司董事长周华

松先生和公司副董事长吴文利女士分别间接持有厦门松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85.00%和 15.00%的股权；公司副董事长吴文利女士持

有厦门信卓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5.29%股权、持有

厦门励众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8.19%股权、持有厦门

联正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13%股权；公司董事长

周华松系厦门信卓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励众

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联正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周华松先生与吴文利女士系配

偶关系，周丽华女士系周华松先生之妹，周华柏先生系周华松先生

之弟；周华松先生、吴文利女士二人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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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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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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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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39 亿元，同比下降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4 亿元，同比下降 0.85%；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3.76亿元，同比增长 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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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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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松霖家居有限公司(松霖家居公司)、松霖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松霖香港公司)、漳州松

霖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漳州松霖公司)和 SOLEX ITALY SPA(松霖意大利公司)、泉州松霖建材有限

公司(泉州松霖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其中泉州松霖建材有限公司(泉州松霖公司)为

本期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