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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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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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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邦吊顶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002718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伟江

张虓虎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百步大道 388 号

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百步大道 388 号

电话

0573-86790032

0573-86790032

电子信箱

zhejiangyoubang@163.com

zhejiangyoubang@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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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80,290,919.97

334,970,432.36

-16.32%

17,020,279.37

32,228,088.85

-4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9,835,628.88

20,348,307.04

-51.66%

-16,052,403.50

-4,520,609.85

-255.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5

-4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5

-4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2.68%

-1.34%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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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275,647.71

1,910,171,994.03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6,065,638.01

1,258,762,532.99

-0.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46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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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沈祥

境内自然人

35.83%

47,096,691

35,322,518

骆莲琴

境内自然人

29.72%

39,065,640

29,299,230 质押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0%

8,800,593

0

0

董敏

境内自然人

2.85%

3,740,000

0

0

王忠

境内自然人

0.85%

1,115,000

0

0

刘峰

境内自然人

0.33%

428,040

0

0

修路桥

境内自然人

0.30%

389,302

0

0

国有法人

0.27%

360,450

0

0

张勤

境内自然人

0.26%

346,931

0

0

熊雄

境内自然人

0.26%

336,650

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0
16,525,000

时沈祥、骆莲琴为配偶关系，骆莲琴持有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 5%股权并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担任法定代表人。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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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董敏通过信用证券账户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740,000 股，王忠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1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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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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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 年上半年度，在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公司经营业绩承受了较大的挑战。面对巨大的经营压力，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紧紧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有序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同时，依靠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网络
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以“开源拓流、优化降本”为经营宗旨，积极开展管理流程优化改革、成本费用预算精细化管理等专项
工作，同时积极布局调整零售、工程业务，力争实现全年度业务规模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0,290,919.97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20,279.37 元。公司二季度实现
营业收入 220,051,121.7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0.9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780,254.6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4.92%；母公司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09,144,773.03，较上年同期增长 3.80%；实现净利润 41,389,805.34 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71.60%。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多渠道业务发展，实现业务规模稳健增长
零售业务端，持续推进渠道下沉和全品类推广的销售策略，同时对现有核心区域终端门店进行焕新升级，优化产品展示
套系方案，加大对经销商、门店店长培训力度，提升门店运营能力；同时积极开展“友邦小微店”招商活动，布局县域、乡
镇市场。

工程业务端，继续深入与头部地产公司及家装公司的战略合作关系，注重新客户开发，培育工程业务代理商，以厨卫吊
顶产品为切入点，布局吊顶电器、功能背景墙、电动晾衣架等产品，全面提升工程业务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已与
逾 50 余家大型地产客户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其他包括恒大、万科、保利、绿地等众多头部房地产商。报告期内，工程业务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4.20%。
（2）降本增效，推行精细化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开源拓流、优化降本”的经营宗旨，持续强化管理，深挖降本潜能。采购端，完善采购询价招投
标机制，化整为零、充分发挥集中采购优势，同时与研发联动，尽最大可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产品端，调整产品结构、
聚焦核心产品，提升单品效益；管理组织上，优化产销衔接，减少冗余流程，实施首问责任制，进一步提升产品交付品质。
（3）研发创新，落实“顶墙一体整体解决”战略
公司确立了以家居空间吊顶与墙面整体解决方案为重心的开发方向，加大全品类产品的研发设计力度。报告期内，公司
以用户功能需求为核心出发点，推出了一系列家居新品：友邦奈时技术，可与铝板、墙板等不同建筑基材覆合，有效防止吊
顶和墙面潮湿发霉、易褪色、易腐蚀；目前已应用于公司厨卫吊顶、客卧吊顶、功能背景墙等多款产品。友邦第三代客厅吊
顶方长系列，采用 2.1mm 极窄边框、型材升级加长收边，减少接缝，同时整合无主灯照明系统，功能背景墙系统，打造健
康舒适的居家生活空间；同时搭配专利装配工艺，工厂预制多种规格板材，卡扣式安装，系统化装配功能电器，适配度高、
易装快捷，即装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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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
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9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 1-6 月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1月1日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合同负债

16,248,649.54

12,548,273.30

预收款项

-16,248,649.54

-12,548,2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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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