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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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为人民币1,647,403,654.00元，公司2021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元（含税）。若以2021年12月31

日总股本387,417,787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6,766,615股为基数计算，预计派发现金红

利106,582,328.16元（含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

转增股本。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第八条：上市公司以现金为

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

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2021年度，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使用

现金189,980,648.56元（不含交易费用）。因此，公司2021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为296,562,976.72元，

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53.08%。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

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

整情况。本预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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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临门 6030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洁 张彩霞 



办公地址 董事会办公室 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575-85159531 0575-85159531 

电子信箱 Xilinmen@chinabed.com Xilinmen@chinabed.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处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7 年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归属家具制造

业，分类编码为 C21；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1 年 11 月 10 日发布的《2021 年 3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结果》，公司归属制造业中的家具制造业，分类编码为 C21。 

（2）家具行业概况 

2021 年，我国本土的疫情防控整体趋于平稳状态，全年经济运行以稳定恢复为主。2021 年我

国家具行业发展势头向上，行业需求持续释放。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家具制造业规模以上企

业 2021 年完成营业收入 8,004.6 亿元，同比上涨 13.5%。 

海外出口方面，由于海外持续性受到疫情影响，加之海运运费高企，国外商品需求大于供应，

2021 年国内出口持续向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我国家具及其零件出口金额 4,772 亿元，

同比上涨 18.2%。  

（3）床垫子行业概况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床垫生产国之一，国内床垫生产总值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同时，

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深化、酒店业的增长、家庭财富的快速增加、以及消费不断升级，国内床垫市

场需求快速提升，近十年市场规模有了翻倍的增长。 

在如此广阔的市场规模下，我国床垫消费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据《2021 床垫消费新趋势报

告》，我国消费者床垫购买预算主要集中在 8,000 元以下，且约 49.8%的我国受访者表示已超过五

年未更换床垫，而约有 70%的美国消费者平均约三年更换一次床垫。随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不断提高，我国床垫市场有望在供给和需求同升的态势下走出新行情。 

但我国床垫行业集中度依然较低，根据相关机构研究报告，2020 年出货额口径，美国床垫行

业 CR5 占比接近 70%，而我国床垫 CR5 占比不足 20%，远低于美国的行业集中度。当前我国床垫

行业正迈入整合的发展阶段，头部企业优势凸显。一方面，伴随着产品技术的不断更迭和消费者

对高端床垫认知度的不断提升，他们对床垫的选择将更看重产品功能、设计和品牌，头部企业凭

借自身的研发规模和品牌效应，更能获得消费者青睐。另一方面，在疫情催化下市场竞争进一步

加剧，部分中小企业及经销商难以顺利渡过疫情期间的艰难时期，出现了主动出清的现象，而头

部企业在线上线下渠道加大投入，不断进行行业渗透，竞争优势持续扩大，后期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市场份额正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4）主要业务 

喜临门专注于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床垫为核心产品的高品质客卧家具，主要产品包括

床垫、床、沙发及其他配套客卧家具。公司秉承“感恩、奋进、卓越”的经营管理哲学，树立“诚

信、担当、奋斗、共赢”的核心价值观，坚守“致力于人类的健康睡眠”的企业使命，为千万家

庭带去健康睡眠。 

公司产品以“保护脊椎”为核心功能诉求，以“抗菌、防螨、除甲醛”为健康护航，倾力为

消费者打造绿色、智能、舒适、健康的睡眠和居家体验，并已形成以“喜临门”品牌为核心，多

风格多层次的品牌体系以满足不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旗下系列主要包括“净眠”、“法诗曼”、“爱

尔娜”、“布拉诺”、“喜眠”及“可尚”，以及意大利沙发品牌“Chateau d'Ax”、“M&D Milano&Design”、

“M&D Casaitalia”等。 

2021 年公司核心品牌系列及产品定位如下： 

1）“净眠”系列 



 

净眠以床垫为核心，多品类结构共同发展，满足一站式全品类睡眠解决方案；该系列床垫以

“HMSX”为产品架构，满足不同人群对于睡眠偏好的需求；融入铂金净眠因子和双核抗菌防螨技

术，有效抗菌、去除甲醛及抑制螨虫滋生。定位于 2.5 亿新中产阶级人群，秉承民主设计理念，

根据国人不同的身体体征和睡眠偏好，提供更适合国人的健康床垫及卧室睡眠空间产品。 

   

2）“法诗曼”系列 

 

该系列是公司旗下定位一、二、三线年轻消费群体，聚焦新婚刚需，解决中小户型需求，以

现代简约，极简风格设计为主，多品类结构，满足一站式购物需求的的时尚品牌系列。法诗曼以

享受艺术生活为价值主张，为年轻消费者打造艺术舒适家。 

  

3）“爱尔娜”系列 

 

该系列定义为轻奢风格，定位高端客户群体，精致而有光泽的金属运用，独具匠心的精湛工

艺技术，充满美学的装饰艺术，追求独特华丽的创意调性，使产品更具有品质感，摩登感，不着

痕迹地透露出对精致考究的生活态度：“雅致轻奢，精致生活”。 



  

4）“布拉诺”系列 

 

该系列定位于年轻群体，倡导环保，颜值，舒适，品质的生活理念，奉行现代简约，时尚创

意的设计风格，每一款产品的研发，都会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在注重产品的合理性和使用持久

性的基础上融合创意设计，并采用大象纹、狐裘皮等仿生科技布艺，打造亲肤、舒适的产品，专

为青睐布艺的年轻消费群体设计。 

  

5）“喜眠”系列 

 
该系列产品深挖国人睡眠习惯，带着对于国人生活方式的直觉和情感，注入更多对家和生活

的热爱。产品涵盖卧室空间，并延展至全屋空间，打造功能化、一体化的卧室空间舒适布局，贴

合低线城市的市场需求。产品设计充满生活艺术，能让人放松一切感官，充满温暖、优雅和感性。 



  

6）“可尚”系列 

  

不同于当下盛行的极简风，喜临门可尚沙发品牌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和品味，该系列以意式

风格为主体，兼顾市场流行元素，紧扣“时尚舒适”主题，用艺术、雅致、奢逸的设计态度开辟

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这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情怀。完美的设计比例、考究的工艺材

质更为消费者创造了一个高品质的居家生活环境，奢于格调，精于工艺，恒于匠心。 

  

7）“Chateau d’Ax”系列 

 

该系列产品是创立于 1948 年意大利米兰的原创高端进口客厅家具，产品涵盖客厅、餐厅及卧

室空间的沙发家具，多款真皮、超微布艺面料收录，配以丰富的款式和色彩选择。让所有人都有

机会通过定制该产品系列，阐释白天和夜间的不同心境，营造舒适的家庭氛围。 

  



8）“M&D Milano&Design”系列 

 

该系列产品包括全头层皮沙发、皮床及意大利原装进口客餐厅家具。产品拥有上乘的品质、

高雅经典的原创款式、醇正的意大利设计风格及先进的制造工艺，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意式家居生

活。 

  

9）“M&D CASA”系列 

 
该系列产品拥有高性价比，人体接触面使用真皮，非接触面使用新型再生材料及仿真皮，旨

在兼顾品牌价值及经济价值，用意大利丰富的设计制造经验，为客户提供完美的舒适体验，满足

更广泛客户需求。 

  

（5）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销售渠道有自主品牌零售渠道、自主品牌工程渠道和 OEM 业务渠道。 

自主品牌零售渠道包括线下专卖店销售和线上平台销售。随着公司品牌力逐步提升，线下加

盟商体系日益完善，线上平台运营模式不断创新，公司自主品牌零售渠道得到快速拓展。截止本

报告期末，喜临门、喜眠、M&D（含夏图）自主品牌专卖店数量近 4,500 家；线上渠道喜临门品

牌已与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核心电商平台形成深度合作；同时提前布局商超、家电、家装等

新渠道，简化交易场景，发掘新增量，逐步构建一个以线下专卖店和线上平台为核心，分销店、

商超家电店为补充的“1+N”全渠道销售网络。 

自主品牌工程渠道主要合作单位为高星级酒店管理公司、连锁酒店集团、酒店式公寓等客户，



同时开拓游轮、军队、学校等新业务渠道，通过与其建立长期、深度合作关系，为其提供床垫、

床、其他相关配套产品以及木质家具制作安装工程服务。此外，不断寻求新的合作模式，在增加

新建酒店床垫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赋能现有酒店升级改造，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与酒店共营，打

造更多样的主题房型，升级用户住店睡眠体验，O2O 体验快速变现，取得更多收益。 

OEM 业务渠道包括国际国内代加工业务，主要为宜家、NITORI、欧派家居、索菲亚、尚品宅

配等国内外知名家具销售商提供床垫、床、沙发等产品的代加工服务，深度融合，实现共赢。 

2）生产模式  

公司以自主生产为主、集成采购为辅。床垫、床、沙发等核心产品为自主生产，主要以订单

生产为主、备货生产为辅的的生产模式。订单生产是指根据客户的需求和交期来进行生产安排；

备货生产是指在重大节日、公司品促活动等产品需求特别集中的日期前，根据市场需求预测，有

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提前备货生产。 

自主生产模式下，生产订单通过各个销售渠道汇集导入 ERP 系统，进入系统之后先通过 MRP

运算，运算出物料需求计划，供应商按照物料需求计划进行材料送货到公司；ERP 系统按照生产

订单交期进行生产任务排产、原材料发料、生产车间执行生产，生产完毕报工后系统自动形成完

工报工，并关闭生产订单以及产品入库，产品入库之后，系统按照客户订单交期需求进行产品发

货至目的地。 

此外，公司部分家具配套产品采用集成采购模式。公司严格进行供应商资格审核，并对产品

标准、品质标准进行严格管控。 

3）采购模式  

公司涉及自主生产的原材料采购以集中采购为主，为确保原材料符合质量要求和供应及时的

同时获得有竞争力的采购价格，公司对主要原材料及配套产品采取战略合作模式下的集中采购，

根据成本模型进行成本核算，在核算基础上集中邀标招标确定采购订单配额；同时对上下游原材

料价格走势进行时时监控，对于趋势上升的原材料，提前锁定价格控制成本、对于趋势下降的原

材料，及时调整价格进行成本控制。对于质量控制，采购、技术品质、生产等相关部门确定技术

标准，技术要求更加明确，质量更可控。公司采用了 ERP 信息管理系统来实现数据化管理，同步

协调销售订单、材料需求、现有库存、供应商产能等供应链整体的协同动作，实现订单式采购以

及低库存的精益采购模式。 

同时，公司把集成采购作为公司战略协同板块，快速构建强大的供应链平台，致力于打造公

司强大的外部配套产品供应链平台，定向向集成家居供应商输出设计和品质技术标准并采购集成

产品，节约整体供应链成本，协同核心产品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需求。 

4）技术研发模式  

公司拥有成熟的产品研发管理体系及完善的研发激励机制，为产品研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技术研发部门基于 IPD 开发思路，梳理从市场机会洞察到产品开发及量产交付的全流程，整合内

外部资源，运用睡眠科学、人体工程学等基础理论，与智能物联、绿色材料等技术相结合，通过

产品经理、设计工作室、开发工艺师、预研工程师、国内外知名设计师、美学顾问、脊椎健康医

学顾问、睡眠专家与顾问、供应链协同开发等在终端产品上实现科学和艺术的融合，实现从市场

机会到产品变现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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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1,140,896.28 7,563,876,753.15 9.88 6,657,549,08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199,566,616.95 2,940,955,266.24 8.79 2,654,800,552.00 

营业收入 7,771,839,699.65 5,623,291,034.72 38.21 4,871,398,27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58,754,973.52 313,404,739.48 78.29 380,410,69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95,733,029.84 313,387,471.77 58.19 264,793,509.4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03,610,306.79 739,997,778.86 -4.92 498,457,71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86 10.20 

增加7.66个百分

点 
15.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45 0.80 81.25 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45 0.80 81.25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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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177,982.02 1,856,700,732.73 1,935,805,357.90 2,729,155,62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4,486,876.81 133,133,062.57 156,142,717.72 184,992,31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3,560,431.92 134,000,513.79 147,110,122.33 171,061,96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9,626,688.83 389,924,726.33 20,406,856.82 502,905,4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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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38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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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华易智能制

造有限公司 
0 84,799,659 21.89 0 质押 50,32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绍兴市越城区华

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36,807,950 9.50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15,307,307 19,506,533 5.04 0 无 0 境外法人 

周伟成 0 17,090,705 4.41 0 质押 1,916,30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大华信安

资产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大华永

泰二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8,775,722 8,775,722 2.27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六组合 
620,500 5,397,640 1.39 0 无 0 其他 

沈冬良 0 5,025,000 1.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银瑞

信新金融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499,884 4,299,884 1.11 0 无 0 其他 

陈阿裕 0 4,228,125 1.0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沪 

338,521 4,110,390 1.06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浙江华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陈阿裕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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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7,183.97 万元，同比增长 38.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55,875.50万元，同比增长 78.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49,573.30万元，同比增长 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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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