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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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本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股份总数 379,762,2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43元（含税），

本次派发现金红利 92,282,2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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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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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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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惠达”卫浴产品效果图展示 

  

  

2.“惠达”瓷砖产品效果图展示 

   



   

3.整体卫浴产品效果图展示 

   

      

4.“杜菲尼”产品效果图展示 

   

 

公司牢固树立“创新、务实、争先、敬业”的企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品质至上、追求



创新”的经营理念，诚信经营、注重细节，视产品质量为生命，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争创卓越，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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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在订单管控方面，公司的供应链中心根据销售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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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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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设定的品质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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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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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产业不断优化升级，

卫浴行业紧随国家发展潮流，进入加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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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惠达为代表的全国性本土卫浴品牌，在吸收和消化国外技术基础上，坚持自主

创新和品牌经营，逐渐占据中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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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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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重压力下，部分低端市场的中小企业被关停淘汰。 

2020年，受复杂多面的国内外环境及疫情的影响，国家定调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需收紧，国内循环的政策导向，为国货卫浴品牌提供了历史

性发展机遇，使得集中于中端市场的优质卫浴企业，凭借其自身的品牌、渠道和规模等优势，迅

速成长，在维护原有消费市场的基础上，逐渐向外资品牌主导的高端领域扩展，最终形成拓宽高

端市场、稳固中端市场、下沉低端市场的全面发展趋势。 

2.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运行稳定恢复，就业民生保障有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好于预期。202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 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为我国“十四五”开局奠定良好基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元，实际

增长 2.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834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2%；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31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8%。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继续缩小（信息来源：国家统计局）。 

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正逐步摆脱“世界工厂”的符号,由“中国制造”迈向“中

国智造”。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加剧了消费升级、成本攀升、渠道变革、环保政策加码等方

面的挑战，卫浴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从消费者需求出发，在技术、产品、规模、渠道、服务、

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革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逐渐建立起以大数据对接智能化、数据化的

全新模式。 

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消费渠道发生了变化。获取信息的渠道从传统媒体和实体卖场转到了电

子平台，线上线下一体化数字营销已经成为消费的大趋势。受消费者消费观念转变及销售渠道变

革的影响，传统经销商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与经营压力，迫切需要传统经销商向品牌服务商转

变，切实发挥企业与客户之间的纽带作用，让企业的服务与经销商的服务真正满足客户需求，给

予客户更好的体验。 

此外，在国家《“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

知》等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装配式建筑、精装房及“拎包入住”方式趋于流行。加之疫情的影响，

国民的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呈现出新的变化，更健康、更洁净、更便捷成为了消费者关注卫浴产

品的新方向，因此，健康、智能、一站式定制的产品将受到大家的追捧。 

3.上下游行业对本行业发展及周期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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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受疫情影响，上游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供货时间延长，导致卫浴

行业生产成本有所增加。为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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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装修装饰行业。2020年，房地产行业仍以“房住不炒、

因城施策”的大背景为主基调，调控政策整体呈现前松后紧的节奏。报告期内，政府出台“三道

红线”促进房企降杠杆，高负债、高杠杆房地产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行业的运转模式发生

了深刻变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76,08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6%，

商品房销售额 173,613 亿元，增长 8.7%，房地产行业市场呈现稳中略涨的趋势。同时，随着住房

消费升级、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更新改造需求增加以及国家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政策指

引下，装修装饰行业市场需求预计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总体而言，下游行业对本行业影响较为

稳定。 

卫浴行业与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周期性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由于房地产行业受宏观经济形势

与政府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大，因此本行业也会受此影响。近年来，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

改造工作的通知》《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的出台，全国各地棚

户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推进，更新需求的大量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房地产市场波

动对本行业的影响。 

4.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成立于 1982 年，至今已有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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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首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综合型卫浴企业。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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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外交部大楼、全国政协礼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

和国家体育馆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通过三十余年的沉淀和积累，公司在生产工艺、销售模式、

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均居于同行业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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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5,650,013,378.69 4,770,772,131.24 18.43 4,412,951,310.40 

营业收入 3,217,809,031.75 3,210,228,496.58 0.24 2,900,006,368.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307,383,245.42 329,045,357.32 -6.58 238,825,161.14 



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3,462,778.79 273,321,524.36 -7.27 208,551,910.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689,510,901.02 3,385,380,564.10 8.98 3,148,711,293.9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58,898,479.83 226,771,472.69 234.65 -58,236,694.5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83 0.89 -6.74 0.6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83 0.89 -6.74 0.6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83 10.10 减少1.27个百分

点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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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538,698.90 821,423,040.08 913,078,744.31 987,768,54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768,873.19 99,644,277.63 101,670,233.52 77,299,86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1,728,394.98 95,994,505.27 76,588,927.79 59,150,95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3,024.51 315,374,621.02 200,227,758.37 244,399,1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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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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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王惠文 3,658,536 66,982,269 17.64 3,65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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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63,937 13.16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鼎立投资   39,133,910 10.3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王彦庆 6,097,562 28,912,887 7.61 6,097,562 无   境内自

然人 

庆伟投资   19,040,350 5.01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唐山市丰南区助达

投资有限公司 

  17,527,834 4.62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董化忠   12,669,991 3.34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彦伟 609,756 11,268,954 2.97 609,756 无   境内自

然人 

唐山市丰南区伟业

投资有限公司 

  10,208,784 2.69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3,430,520 0.9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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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原签订

的《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0年 4月 5日到期，为维护公司实

际控制权的稳定，保持公司重大决策的一致性，王惠文先生、

王彦庆先生、董化忠先生、王彦伟先生于 2020年 4月 1日续

签了《一致行动协议》，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未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亦为发生重大事项变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王惠文、王彦庆、董化忠、王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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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 2020年度实现了营业收入 32.1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0.2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6.58%；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56.50亿

元，同比增加 18.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90亿元，同比增加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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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报告第十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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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