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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0-062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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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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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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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阿诺 股票代码 00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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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管国华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海景路 1 号 

电话 0760-23633926 

电子信箱 webmaster@ pianor.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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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4,005,675.76 554,795,097.49 -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791,714.49 59,387,081.47 -1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6,511,320.43 53,954,442.49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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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286,067.21 -93,307,323.26 -176.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8 -15.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8 -1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 5.61% -1.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98,945,802.24 2,003,278,752.00 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4,362,217.25 1,174,363,700.78 0.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9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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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礼斌 境内自然人 51.60% 80,156,250 68,132,813 质押 18,300,000 

中山市盛和正道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4% 17,154,505 12,865,879   

魏来金 境内自然人 4.35% 6,758,445 0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4,011,400 0   

喀斯喀特有限责任公

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2.20% 3,420,249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绝对收益

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2,070,350 0   

张开宇 境内自然人 1.29% 2,000,000 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境外法人 1.27% 1,973,250 0   

中金公司－建设银行

－中金新锐股票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6% 874,000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

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859,20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马礼斌先生系中山市盛和正道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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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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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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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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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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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地产商采购进度推后及居民装修需求延后，导致市场购买需求

下降，定制家居行业受影响较明显。面对外部环境的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公司经营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

迎难而上，按照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改善经营理念，同时拓展营销新思路，苦修内功，强化管理，

实现降本增效；坚定推进中高端品牌升级战略，实现零售业务与大宗业务良性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4,005,675.7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49,791,714.4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16%。其中，2020年单二季度，公司各项主要经营指标同

比降幅收窄或转正，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33,942,573.79元，同比降幅收窄至2.26%，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45,868,362.2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3%。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如下： 

1、调结构，加码大宗工程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抓住精装修市场快速发展机遇，加大与全国地产商TOP100的战略合作，成功

引入龙湖、中铁建两家实力地产商。公司同时筹划加大与国内房地产TOP5企业在产业+资本的深度合作，

于7月底签约，拟投资5000万元入股保资碧投合伙企业，间接投资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

市碧桂园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的“保碧产业链赋能基金”，通过资本合作带动业务层面进一步协同、

合作。另外，公司增强工程经销商销售能力，上半年度，工程经销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22.3%。报告期内，

公司在做好业务拓展的同时加强应收账款回款管理，经营活动现金流得到较好改善。 

为更好促进公司工程业务发展，公司不断强化工程事业部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注重工程前端设计及后

端落地安装工序的人员团队培养建设，报告期内工程事业部团队规模扩张近四成，专业、强力的工程团队

为疫情后公司大宗业务快速恢复提供了有力保障，公司第二季度大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59亿元，同比提

升16.41%；在接单量上，同比提升20.47%。公司同时积极做好工程渠道的产能配置以应对增长的订单量，

专门为大宗业务供货的兰考生产基地自2019年投产以来产能逐步释放，报告期内兰考基地产量同比提升了

2倍，同时兰考基地更通过节能减排、提升人员效益等措施，有效降低成本，工程业务规模效应得以逐步

显现，毛利率同比提升4.08个百分点。在战略规划上，大宗业务将成为公司核心战略，进一步加大投入，

做优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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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外协研发，助力中高端品牌定位升级  

2020年伊始，公司提出外协研发和自主研发并举战略，致力于以产品设计引领高端定制家居行业，提

出品牌主张“忠于独创”。在产品上，聚焦橱、衣、木三大件木作产品；在材质上，聚焦烤漆和三胺品类；

在客户上，聚焦4亿中产阶层里的精英人群。在渠道建设上，从门店形象、场景体验及品牌文化等多方面

打造设计，助力公司中高端品牌定位升级。同时，公司自主研发能力进一步加强，强调“超级收纳”产品

功能打造。报告期内，公司上市5套橱柜、卫浴柜产品，10套衣柜新品，其中《绅纳》新品荣获“红鼎奖”。

随着公司外协研发新品下半年逐步上市，新品上样率进一步提升，将助力业绩增长。 

3、推进橱衣木一体化，衣木销售双增长 

2020年上半年，公司聚焦广东、湖南、四川、江苏、河南、山东等六大战略省份，打造标杆门店，加

强市场开拓力度，匹配资源对终端门店体系进行形象、服务水平升级；在产品端，公司实现橱、衣、木三

大产品在花色、材质、款型等方面的一体化打通；在门店开设上，推进厨卫专卖店、衣木专卖店、橱衣木

大家居综合专卖店三大专卖店渠道构建，报告期内，招商建店207家（含在建、打订金），综合店占比达

65%，实现零售客单值同比增长10%以上。 

受疫情和精装修市场影响，零售橱柜业务市场承压，但衣柜业务逐步恢复增长，公司继续加大衣柜、

木门产品的市场开拓。二季度零售衣柜接单量同比增长10.65%，套单值同比提升14.08%；木门产品正逐渐

打开市场。 

4、疫情之下，新零售助力销售增长 

疫情之下，公司通过新零售进一步做好线下引流、线上招商，探索零售业务新模式。报告期内，公司

持续拓展抖音、小红书、今日头条等新媒体渠道，致力打造抖音直播号矩阵，定位家居推荐买手内容方向

和丰富趣味的视频形式，粉丝关注数持续增长，同时公司开始着力推进皮阿诺网红达人矩阵建设；公司同

步开发微信小程序，构建功能涵盖线上直播、营销裂变、千城万店等的微信数字门店系统，打造线上线下

私域流量池，提升线下派单成交转化率。2020年上半年，新零售实现向线下派单数同比增长42.94%，成交

金额同比增长35.63%，成交转化率提升25.94%。 

疫情期间，公司除了启动2000万总裁授信基金计划，对符合条件要求、信用度好的经销商提供资金授

信支持，助力公司经销商伙伴共克时艰之外，积极通过新零售板块，开展线上营销推广、招商等业务，通

过招商加盟线上平台合作，成功招商35家。新零售除了传统赋能线下营销外，尝试针对爆款产品实现消费

者线上交款后，新零售部门线上派单、量尺、设计，工厂接单生产、发货、安装，积极探索新模式。 

5、强化生产管理，提质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中山阜沙、河南兰考、天津静海三大生产基地全面投入运营，推进制造体系基地化战

略经营模式，完善三大生产基地总经理负责制，确保了公司产品质量的稳定提升，实现提质增效。 

阜沙生产基地产能扩建项目完成土建及设备安装调试，9月底验收合格后即可投入使用。该项目的建

成投产后，除项目本身新增产能外，还可实现阜沙生产基地原有台面、吸塑车间等车间的优化布局，提升

生产效率，实现总体产能增长，从而减少委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兰考生产基地通过新增设备，优化工

艺，建立奖惩机制提升板材利用率，实现了降本增效。天津生产基地通过加强培训提升员工操作技能水平，

新增自动化包装设备，提升产品包装质量，人均包装产能提升36.36%，较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6、人才培养及企业文化建设 

自2018年7月皮阿诺大学成立以来，公司将人才管理确立为核心竞争力。致力于培养“有态度”、“有

能力”、“有结果”和“有精进（爱学习）”的“四有”金种子人才，构建公司人才发展、人才培养、学

习发展、企业文化、组织发展与薪酬绩效业务标准流程，并形成了《2020金种子人才管理体系标准化手册》，

标志着公司人才管理的落地经验汇总和萃取完成。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公司人才战略地图、知识地图、关

键人才学习路径图；人才画像、各序列团队画像、各事业部的团队画像；团队技能矩阵图、人才池（关键

岗位、管理梯队、高潜人才）搭建、低绩效改进+高绩效追赶计划，实现了对业务部门的科学赋能。疫情

期间基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朴素”和“奋斗者为本”的核心价值观，继皮阿诺干部工作作风八

条后，补充了皮阿诺干部思想作风“八严禁”、生活作风“八不准”，升级为皮阿诺干部三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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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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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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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礼斌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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