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3992

公司简称：松霖科技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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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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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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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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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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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证券事务代表

吴朝华

林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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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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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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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业务定位分为品类 IDM 业务和“松霖·家”业务两大类，其中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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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大型连锁零售商提供技术一流、质量领先

的产品，同时也在不断扩充新品类、扩大客户群体，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实现战略升级。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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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马桶等。公司的家具品类主要针对与人体互动性更高的产品，目前主要产品为浴室柜、
沙发、床等智能家居产品。同时公司通过整合原有行业优势和市场需求，将品类拓展至美容健康
品类，主要包括美容花洒、美容仪、冲牙器等产品。
2.1.2 “松霖·家” 业务
公司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实验与研发，逐步形成了重大战略性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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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品牌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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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独创的模式，目前市场上暂没有公司真正涉足该模式。
“松霖·家”业务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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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开业运营，这标志着“松霖·家”战略正式扬
帆启航。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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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研发模式
公司的各个产品事业部单独设立的专业研发部门，以推动各个品类产品的创新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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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研发更准确抓住潜在客户群体的真实
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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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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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数据库，各事业部研发部门均可利用大数据技术确立
新产品的研发方向。
2.2.2 采购模式
公司制定完备的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严格执行供应商引入和持续评价机制，并与合格供应
商签订框架式《基本供货合同》规范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公司采购主要包括原材料采购和零配件采购，对原材料设定安全库存量。采购计划由营销中
心接到客户产品订单后在 SAP 系统内生成的销售订单触发，经物流部、质量部审核评估后，由系
统将订单产品自动按物料清单对生产所需的材料和零配件进一步分解，物流部计划课再综合考虑
原材料和零配件的库存情况、交货期限、生产状况等因素加以制定。
公司采购部门综合考虑规格型号、质量、价格、交货能力以及实际订单需求等因素，在合格
供应商名录中选取符合条件的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进行批量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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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生产模式。公司面向的客户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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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根据客户的订单要求进行定制化生产，绝大部分产品属于非标准化
产品。公司坚持自主生产为主，辅以工序外协生产的生产方式，外协生产目的在于缓解部分产能
不足问题。
2.2.4 销售模式
公司品类 IDM 业务的销售主要通过 IDM、ODM 等模式向特定客户直接销售，该类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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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霖•家”业务采取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在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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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行业情况说明

2.3.1 厨卫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15.5 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 3.2%，
增速与近两年比略有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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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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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待售存量房创下历史新低，存量房将迎来价格升值，据美国厨房及浴室
产品协会（NKBA）研究报告预测，在供应短缺和潜在需求的双重推动下，2020-2023 年间，总房
价将升值约 31%，这将间接推动房屋改造而非购置新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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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会通过不断地加大研发力度以保持创新的领先优势，增强在行业内的话语权。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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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美容健康行业
随着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更注重皮肤、口腔的清洁和保养，推动了美容健康和个人
护理产品市场的快速增长。近年来，以小型个人美容仪为主的美容健康市场逐步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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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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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健康品类产品将拥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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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2019年

总资产

2,721,453,526.52

2,375,690,328.08

14.55

1,601,064,064.58

营业收入

2,034,815,979.04

1,738,628,793.43

17.04

1,758,667,13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492,131.67

234,178,922.82

15.51

236,195,34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3,607,659.81

231,830,021.70

-3.55

238,859,73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06,350,869.61

1,806,450,411.63

11.07

1,146,195,91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734,830.18

267,353,140.91

31.19

314,717,543.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63

6.35

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63

6.35

0.66

14.23

17.06

减少2.83个百
分点

22.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8年

2.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323,425,598.23

511,812,202.37

542,322,091.89

657,256,086.55

35,057,457.81

75,469,583.73

81,758,831.82

78,206,258.31

36,572,953.92

74,289,831.83

74,554,030.04

38,190,844.02

42,619,823.04

55,688,353.61

121,451,138.87

130,975,5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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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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股东情况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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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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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数量

124,751,108

31.11

124,751,108

无

境外法人

89,736,506

22.38

89,736,506

无

境内自然人

88,965,300

22.19

88,965,300

无

吴文利

31,243,380

7.79

31,243,38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华柏

5,940,376

1.48

5,940,376

无

境内自然人

5,301,000

1.32

5,301,000

无

其他

5,301,000

1.32

5,301,000

无

其他

2,970,188

0.74

2,970,188

无

境内自然人

2,372,619

0.59

0

无

其他

2,001,000

0.50

2,001,000

无

其他

周华松
厦门松霖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厦门信卓智创股权投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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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丽华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启航两年封闭运

2,372,619

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厦门励众合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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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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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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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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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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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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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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35 亿元，同比增长 1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0 亿元，同比增长 15.51%；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7.21 亿元，同比增长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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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松霖建材有限公司(松霖建材公司)、SOLEX ITALY
SPA(松霖意大利公司)和泉州松霖建材有限公司(泉州松霖公司)等 6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