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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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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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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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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2021年年度权益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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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总额112,027,890.8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8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358,489,251股。本年度利

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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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盛科技 603610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蒙恬 张洁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秋茂路

158号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

泾镇秋茂路158号 

电话 0573-82283307 0573-82283307 

电子信箱 softide@softide.cn softide@softide.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处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C

制造业”中的“C21 家具制造业”，细分行业为“智能家具制造业”。 

2、行业发展情况 

（1）家具行业发展状况 

家具是一种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双重属性的产品，既要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又要符合人们

的审美情趣，作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家具与人们生活、工作、学习、娱乐等活动密切

相关，是现代生活方式的载体。家具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家具行业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伴随

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家具产业也迅速发展。 

（2）智能家具行业的发展状况 

智能家具是网络技术、信息控制技术向传统家具产业渗透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热门概念的兴起进一步将智能家具行业的发展推向了高潮，

智能家具行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生活环境的舒适、

安全与便利，智能家具系统很好的顺应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家具智能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智能家具行业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 

（3）智能电动床行业的发展状况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度过，床的智能化在家具智能化的进程中就显得尤为重

要。智能电动床采用高科技硬件技术与低能耗有效结合的研发与设计理念，具有调节床板曲线、

震动按摩、蓝牙音箱、床底灯、智能健康管理、移动终端 APP 控制等功能，外观美观、结实，结

构与布局合理、性能优越，节能环保、舒适健康，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智能电动床产品

作为智能家具行业的新型分类，未来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现阶段智能电动床的主要消费市场在北美和欧洲地区，以美国市场为例：根据 ISPA 出具的

《2021 Bedding Market Quarterly》2021 年美国地区智能电动床销量占全部床型销量（即固定床及

智能电动床销量合计）比例约 13.87%，较 2020 年增长 0.4 个百分点。2021 年，美国地区智能电

动床的平均销售单价大约为 401.08 美元，固定床的平均销售价格大约为 91.45 美元，智能电动床

的售价远高于固定床。综合价和量两方面的因素，可以合理预见，随着家具智能化的普及和消费

习惯的转型升级，智能电动床未来的市场增长空间十分巨大。 

（4）我国智能电动床行业的发展趋势 

我国智能电动床行业起步较晚，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巨大，城镇化水平提升、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增长、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养老市场发展等利好因素为智能电动床销售带来新的增

长点。 

3、行业周期性 

智能电动床主要应用于家居装修，产品价格相对较高，使用时间相对较长。智能电动床的生

产和销售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房地产行业景气程度、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在欧美发达地区的智能电动床行业现正处于快速成长期；而其他地区智能电动床行业刚刚兴起，

现处于导入期阶段。总体而言，智能电动床行业发展迅速，现阶段周期性不明显。 

4、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智能电动床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且自设立以来，一直

专注于该细分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公司已掌握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公

司在研发、生产、销售的智能电动床产品方面，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和设计优势。智能床除物理

抬升功能外，可以通过“传感器”和“智能模块”实现对人体健康和睡眠的实时监控，成为健康

管理的最好载体，同时能实现与“物联网”和“互联网+”终端的无缝对接。公司智能床的研发、

生产填补了目前市面上睡眠监测、反馈的空缺，是行业的领军企业。 

近年来，公司以技术创新为依托，持续增强公司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能力，提升了生产工

艺水平。公司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合作设立了麒盛数据，旨在进一步增强科研投入和科研实

力，今后将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持续、有效地提升技术竞争力。在市场开拓中，公司积极拓展

国内外市场，与众多客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扩大在智能电动床行业的领先地位。 

公司主要从事智能电动床及配套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秉承“创造智能美妙

的生活体验”的宗旨，坚持以环保、安全、符合人体工学原理为设计核心，以实现睡眠监测、睡

眠干预为发展目标。目前，公司主要以通过美国子公司奥格莫森美国和南部湾国际将产品销往北

美市场，通过欧洲子公司奥格莫森欧洲拓展欧洲市场，通过国内子公司索菲莉尔、舒福德积极拓

展国内市场。公司凭借卓越的产品品质，与北美前四大床垫品牌舒达席梦思（SSB）、泰普尔丝涟

（TSI）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2022 年，奥林匹克冬季奥运会在北京举办。积极响应“科技冬奥”的主题，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突出科技、智慧、绿色、节俭特色,注重运用先进科技手段,严格落实节能环保要求。作

为唯一有资格参选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智能电动床供应商的麒盛科技，希望凭借自身在

智能睡眠领域，多年积累的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品质制造和服务能力，参与冬奥，服务冬奥，

通过智能科技，中国智造为冬奥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一）床垫分级---算出你的专属床垫 

 

一张舒适的床垫需要同时具备缓压性、贴合性与支撑性三大优势全方位贴合人体提供有利支

撑，减轻臀部压力，避免腰部凹陷，维护不同睡眠习惯与睡姿的人体曲线。公司生产的床垫各层

硬度设计渐变过渡，由上至下，逐层增加表层压力缓冲，保证脊柱处于自然放松状态，高弹舒适，

满足不同睡姿变换下人体凹凸曲线需求；底层高效支撑，给予人体脊柱良好支撑性，充分释放人

体压力。 

床垫分级：公司依托人体工程学与睡眠环境科学并对应国标、欧标与床垫设计标准，将床垫

软硬度划分为 1-10 个等级，测出每个人不同适合床垫软硬度等级，真正实现缓压性、贴合性与支

撑性三大核心功能； 

非温感凝胶记忆绵：全方位支撑、超高贴合度、均衡表面温度、吸音减震； 

高回弹海绵：平衡身体各部位压力，舒适缓压； 



三维立体高分子透气材料：独特拉网状蜂窝式结构，透气防潮，散热优秀，防菌防螨； 

透气层：导流式波浪开槽工艺，增强床垫内部空气循环； 

高效支撑层：密度高支撑，有效提高海绵床垫支撑性。 

（二）智能电动床---“让床随意而动” 

 

公司智能电动床，依循人体工程学设计，科学设定多种升降角度，自由切换，调整坐卧姿势，

缓解腿部肿胀。多场景操控应用，尽享智能交互，无线遥控+语音控制+手机控制，轻松操作，稳

定可靠，简易便捷，WIFI 物联，智能升级。 

 

Zero G 模式：零压力专利角度，根据宇航员太空舱内的自然放松呈现的身体角度，设计出的

零压力模式，带来云端的漂浮睡感； 

休闲模式：随意调节床体角度，方便看电视、手机、电子设备等不同生活方式，在一天的学

习和工作之后，辅助休息。 

按摩功能：头、肩、腰、腿部按摩功能，有助于舒缓压力，缓解肌肉的紧张感，放松入眠； 

智能传感器：可动态感知打鼾带来的振动信号，从而自动缓慢调节床头角度，改变体位达到

止鼾效果。为整夜的睡眠保驾护航，以最佳状态迎接第二天高强度的工作； 

 

（三）睡眠健康管理服务—您的私人睡眠管理专家 

运用数据感知技术，公司又实现了人类睡眠的第二个断代标志：“让床会说话”。信号采集和处理，

是“让床会说话”核心技术的基础；健康报告，是公司智能电动床床提供的独特服务。 



 

推力闹钟：根据生活安排，设计出最适宜的睡眠时间，保障每天的固定休息时间，待时间到

时床将自动抬起一定角度，推你起床； 

睡眠健康：实时记录身体参数，及时捕捉异常状态，构建人体健康大数据分析平台，建立个

人的健康信息档案，及时了解身体重要变化； 

睡眠统计报告：根据作息时间，结合实际打卡入睡、起床时间，形成睡眠分析报告，展示周睡眠

统计情况与月睡眠变化趋势。助力养成更好睡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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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4,509,541,601.53 3,612,371,213.80 24.84 3,478,370,733.5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203,574,204.71 2,959,553,443.53 8.25 2,845,208,017.16 

营业收入 2,966,828,876.50 2,259,908,657.28 31.28 2,529,260,681.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7,118,899.59 273,431,017.71 30.61 394,879,710.3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17,197,443.83 233,250,000.77 35.99 393,708,233.7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8,554,898.71 52,920,161.91 180.72 353,328,361.6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62 9.46 

增加2.16个百分

点 
29.6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28 0.98 30.61 1.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28 0.98 30.61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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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556,529.53 674,509,762.07 850,654,579.30 789,108,00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840,886.50 62,986,931.07 116,564,827.06 105,726,25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8,131,055.75 60,280,664.79 114,724,175.71 74,061,547.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91,862.74 -6,888,242.54 -60,681,297.84 186,832,576.3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0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61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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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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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嘉兴智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938,810 65,335,410 23.33 65,335,41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唐国海 12,519,734 48,290,401 17.24 65,335,41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建春 6,969,110 26,880,854 9.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小卫 5,094,951 19,651,953 7.0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845,971 12,244,868 4.37 0 无 0 其他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 -2,312,437 4,627,203 1.6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傅伟 980,699 3,782,697 1.35 0 质押 3,240,000 境内自然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麒盛科技第一期员
2,856,997 2,856,997 1.02 2,856,997 无 0 其他 



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分享

鑫空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24,500 2,794,500 1.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韬 660,021 2,750,080 0.9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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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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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 2,966,828,876.50 元，较上期增长 31.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57,118,899.59元，较上期增长 30.61%；截至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 4,509,541,601.53

元，较上期增长 24.84%。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