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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礼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瑜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魏秋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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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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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247,542.46 180,063,101.97 9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119,518.86 3,923,352.29 79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689,708.70 1,864,235.77 1,59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6,062,254.67 -204,559,222.56 83.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3 5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3 5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0.33%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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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586,183.65 3,129,280,870.63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3,639,186.35 1,920,776,843.46 1.7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66,394.0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3,202,087.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250.47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2,145.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275.56  

合计 3,429,810.1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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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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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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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7% 80,156,250 68,132,813 质押 18,300,000 

温州盛和正道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4% 16,855,505 12,641,62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零零三组合 
其他 3.89% 7,252,343 0   

保利（横琴）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共青城

慧星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17% 5,920,436 5,920,436   

红杉锦程（厦门）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79% 5,200,208 5,200,208   

魏来金 境内自然人 2.77% 5,161,145 0   

安信国际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客户资金 1

号投资计划 

其他 1.90% 3,546,545 3,546,545   

无锡海林投资有限公

司－无锡海林海盈价

值壹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9% 2,600,104 2,600,104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2% 2,458,300 0   

张开宇 境内自然人 1.07% 2,0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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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马礼斌 12,023,437 人民币普通股 12,023,43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7,252,343 人民币普通股 7,252,343 

温州盛和正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213,876 人民币普通股 4,213,876 

魏来金 5,161,145 人民币普通股 5,161,145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5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8,300 

张开宇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四组合 1,48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4,100 

华夏基金－上海银行－华夏基金

－新夏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6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8,600 

华夏基金－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险组合－华夏基金

－大家人寿价值型股票组合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966,250 人民币普通股 966,250 

华夏基金华兴 2号股票型养老金产

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81,250 人民币普通股 881,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马礼斌先生系温州盛和正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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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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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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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9,000,000.00 398,000,000.00 -57.54% 主要系赎回申购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 

应收账款 183,606,459.29 114,947,300.48 59.73% 主要系大宗业务增长所致 

其他应收款 228,387,143.68 9,219,250.41 2377.29% 主要系支付保证金所致 

在建工程 67,318,732.83 36,946,429.35 82.21% 
主要系皮阿诺全屋定制智能制造项目建设持续投入

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3,542,279.40 7,702,583.79 75.81% 主要系增加了品牌推广投入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月-3月 2020年1月-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346,247,542.46 180,063,101.97 92.29%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到疫情影响，营收较少，报告期

加大了大宗业务销售与验收 

营业总成本 298,083,335.64 173,909,846.96 71.40% 主要系加大产品销售所致 

财务费用 891,945.31 1,439,039.78 -38.02% 主要系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3,202,087.95 1,567,794.48 104.24% 主要系进行闲置资金管理，取得收益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月-3月 2020年1月-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6,062,254.67 -204,559,222.56 83.84% 主要系大宗业务销售增长及支付保证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2,571,121.49 26,072,713.23 561.88% 主要系赎回申购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975,517.67 31,908,666.10 -140.66% 主要系偿还银行借款及归还银承保证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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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经中国证券会《关于核准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2657号）的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共计发行31,201,248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19.2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9,999,999.04元。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于2021年1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上市日

期为2021年1月27日。关于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相关披露文件。 

2、公司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快速配备木门品类产能，进一步完善公司橱柜、衣柜、木门等大家居产品体系构建，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广东柏尚嘉美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目标公司”）进行

投资，总投资金额为3,672.00万元，分三轮进行投资。公司在完成第一轮对目标公司投资1,041万元后，

将持有目标公司51%的控股权；后期两轮投资中，目标公司各股东方将同比例进行现金增资，公司将保持

对目标公司51%的股权比例。 

2021年3月10日，目标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并取得相应的营业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完

成后，目标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对其实施控制，并将其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公

告编号：2021-001） 
2021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2021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2021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2021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暨投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5） 
2021年 0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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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用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出合计16,679,954.91元，其

中：用于“中山阜沙产能扩建项目” 16,679,954.91元。 

截止2021年3月31日，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357,495,124.60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26,884,722.15  元（含利息收入），运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现金

管理）本金余额为0元。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用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出合计264,495,493.79元，其中：

用于“皮阿诺全屋定制智能制造项目” 92,895,494.60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171,599,999.19元。

截止2021年3月31日，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264,495,493.79元，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328,111,351.62 元（含利息收入）。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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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5,600 16,300 0 

合计 35,600 16,3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

时间 

接待

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

况索引 

2021

年 01

月 29

日 

电话

会议 

电话

沟通 
机构 

保利资本李文轩、保利资本庞博、申万宏源研究屠亦婷/

柴程森/黄莎/周迅/丁智艳/周海晨、爱建证券章孝林、安信

证券毕昕、递归资产陈曦、东方阿尔法基金竺艺、东方马

拉松李明、东方证券陶成知/李雪君/庞盈盈、东北证券唐

凯、东莞证券张强、东吴基金熊猫丽、东兴基金高坤、东

证自营王树娟、沣杨资产谢佳妮/吴亮、共青城紫骍投资申

嘉艺、光大证券王浩、广东惠正投资孙守东/陈哲、广发轻

工杜山广州红猫资管钟小兵、广州麦巨投资有限公司夏志

均、国盛证券马远方、海通证券曾知/柳文韬、海通自营卫

书根、汉和资本郑佳林、湖南源乘投资唐亚丹、华福证券

戴启明、华泰保险资管杨林夕、华泰轻工华泰轻工、华泰

证券资管逯海燕/王海山、华泰证券自营许修竹、华西轻工

杨维维、华夏基金朱熠/何竞舟、华夏未来资本张力琦、惠

正投资李平等投资机构投资者 

一、公司情况介

绍 ；二、交流环

节 （具体详见皮

阿诺 2021 年 1 月

29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http://www.cni

nfo.com.cn/ne

w/disclosure/st

ock?stockCode

=002853&orgI

d=9900030400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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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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