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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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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顶固集创 股票代码 3007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冬梅 陈远强 

办公地址 中山市东凤镇东阜三路 429 号 中山市东凤镇东阜三路 429 号 

传真 0760-22620126 0760-22620126 

电话 0760-22620126 0760-22620126 

电子信箱 TR@china-tg.com TR@china-t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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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行业概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C21 家具制造业”。 

    公司主营定制衣柜及配套家居产品（全屋定制），是家具制造业的细分领域，定制家具产品产业链上游主要为板材、铝

材、五金材料等行业，下游主要面向新房装修以及存量房二次装修需要购置家具的消费者、精装楼盘的房地产开发商、装修

公司等。 近年来，定制家具行业处于行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市场渗透率尚较低，市场基数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行业现

阶段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问题，但宏观经济发展周期、地产销售周期、国民收入及消费者消费理念的变化等，对定制家具行

业周期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生产及消费领域，定制家具行业的消费没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但与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

及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定制家具行业的季节性与居民的商品住房购买和商品房的交房时间有关，也与居民

旧房二次装修需求有关，由于气候差异对装修效果的影响以及春节因素影响，定制家具行业一般上半年属于销售淡季，下半

年属于销售旺季。 

近年来，定制家具行业发展迅速，从单一定制家具品类发展到全屋定制家具，进而各大家居企业通过资源的整合及柔性

化生产制造，不断丰富延展产品品类，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家居解决方案，从全屋定制发展为整装大家居，实现了消

费者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开始秉承自然、绿色、环保、安全的消费观念,追求环保健康

的家居环境，定制家居逐渐向“健康环保”转型成为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在国家大力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家居行业整体发展保持着平稳的增长

态势，家居行业的转型升级进入新阶段，行业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转型、品牌及营销的提升优化、产品品质的提质升级，家

居行业发展日益成熟；同时，随着环保政策、行业规范日益明晰，家居行业正从家居生产商逐步向住居生活服务商转变，逐

渐实现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转移，通过持续改革与创新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国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消费者对家居生活的舒适度、便捷性、实用程度以及产品功能

要求越来越高，智能锁、智能猫眼、智能晾衣机、智能马桶、智能窗帘、智能门窗、智能灯具、智能厨电、智能空凋、远程

监控等智能单品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产品智能化已经成为家居市场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随着在互联网思维及智能家

居的大浪推动下，通过线路综合布置、网络通讯技术、家电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互联互通的智慧

家庭体系，智能家居由单品智能逐步向全屋智能发展。 

    家具行业属于房地产后周期行业，与房地产行业景气度紧密相关，消费需求一方面源自新建住宅的装修，另一方面源自

存量住宅的装修，其中包括存量毛坯房初始装修、消费者在住房屋翻新装修以及二手房翻新装修。2021年家具制造业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呈现增长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分行业）显示，家具制造业实

现营业收入8,004.6亿元，同比增长13.5%，利润总额433.7亿元，同比增长0.9%。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为

了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遏制投机性需求，抑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宏观调

控政策，有效控制了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增长。其中，2020年8月出台的“三道红线”融资新规对房地产企业有息负债的规模增

速进行限制，房地产企业在融资政策收紧的预期下融资难度有所增加，现金流趋于紧张。2021年以来，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

事件频现，如果未来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或者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房地产企业未能较好地应对包括“三道红线”

在内的调控政策，导致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下降，将会对家具行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2、行业地位 

公司立企二十载，凭借明显的研发优势及优秀的综合运营能力、创新能力，在全屋定制、精品五金、智能五金、定制生

态门、系统门窗领域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是国内全屋定制、精品五金、智能五金、定制生态门、系统门窗领域的知名品牌

之一，在品牌知名度、设计研发、营销网络、综合服务等方面竞争优势明显，市场影响力较强。公司拥有的定制衣柜及配套

家具产品大规模柔性化定制生产能力，及精品五金、智能五金技术集成应用于定制家具产品优势和完善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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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在行业保持领先优势。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秉承“顶固，让您放心”的经营宗旨，近年来，公司不断开拓市场，公司经销网络遍布全国大中

小城市，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大，同时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内部管理、提升生产工艺和智能制

造水平，进一步提高了研发能力、综合运营管理水平，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了双重保障。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成立于2002年，主要从事定制衣柜及配套家居、精品五金、智能五金、定制生态门、系统门窗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公司秉承“顶固，让您放心”的经营宗旨，专注绿色、安全、环保、高品质的定制化家居产品，通过系统空间定制为

客户打造全屋一体化高端整体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系统空间定制、智能五金两大领域全球领先的创新方案解决商。经过多

年来的专注与发展，公司现有收纳系统（衣柜、玄关柜、阳台柜、浴室柜等）、厨柜系统、民用五金系统、商业五金系统、

智能系统（智能锁、智能晾衣架、智能毛巾架、智能马桶等）、木门系统（木门、生态门）、门窗系统（吊滑门、门窗）等

七大品类。 

    公司以“顶固全屋定制”、“顶固安全智能锁”、“顶固集创门窗”、“顶固高端整装”、 “顶固智能晾衣架”、“顶固高端定制”

等组成大家居品牌矩阵。 

   

  产品图片展示： 

 

 

类型 主要产品 图片 

收纳系统 

衣帽间、衣柜、厨柜、书

柜、电视柜、鞋柜、卫浴

柜、阳台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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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柜系统 厨柜、厨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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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五金系统 
门锁、拉手、铰链、门吸、

合页、吊轮、吊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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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五金系统 

门锁、拉手、铰链、门吸、

合页、吊轮、吊轨、防火

把手、逃生推杆系统、闭

门器、顺位器等 

 

智能系统 
智能门锁、智能晾衣机、

智能马桶、智能毛巾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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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门系统 生态门、木门  

 

门窗系统 铝合金门窗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适合自身发展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及产品销售体系，形成了自身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主要物料包括各类板材、铝材、锌合金、衣柜其他组件配件、厨柜其他组件配件、锁具材料、智能晾衣机配

件、门窗组件、五金配件及其他辅助原材料等。 

   （1）供应商开发 

公司各事业部下设供应商开发部，负责主要材料供应商的开发与管理，并紧密关注主要物料供应商的变动情况。为保证

公司产品的品质，公司制定了严格的供应商开发与评审制度，对于重要物料，需要经过实地评估和样品评估程序，经评估合

格后，方可纳入合格供应商名录。供应商开发部每年对各类主要物料供应商进行评审，由供应商报价，并综合考虑各供应商

产品品质、生产能力、业内口碑、售后服务、价格等诸多因素后，各主要物料供应商一般选定2-3家，并与其签订年度框架

合作协议。 

公司供应商开发简要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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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采购流程 

公司各事业部下设的PMC部门负责制定物料需求计划；供应商开发部门负责供应商的选择及合同签订；质量管理部门

负责对产品进行检验，合格产品予以入库；财务部门负责核对采购价格及最终付款。 

    采购量根据采购月度计划确定。采购月度计划由PMC部门根据前三个月及上一年度同期销售情况、当前订单情况并结合

生产部门的产能计划等对本月的采购需求进行预测，同时对于生产标准件的原材料，结合标准件的库存、安全库存等进行需

求预测，下达采购订单。 

采购材料的检测由质量管理部负责，检测合格产品予以入库，不合格产品予以退回，并将检测结果纳入供应商考核体系。 

    公司物料采购的简要流程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的原材料采购、生产流程与检验工序严格执行我国相关家居行业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GB5296.6－2004《消费品说明第6部分：家具》、HJ2547-2016《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家具》、GA701-2007《指纹防盗锁

通用技术条件》、GB/T3324－2017《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QB/T1951.1－2010《木家具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GB/T11718

－2009《中密度纤维板》、QB/T2530－2011《木制柜》、QB/T 4597-2013《移门轮轨通用技术条件》等。  

公司产品的原材料采购、生产流程与检验工序除执行我国相关家居行业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外，还需要严格执行

公司有关产品质量及环保责任相关的内控制度与控制标准。 

    2、生产模式 

    公司全屋定制产品以“量身定制”为核心，采用订单驱动方式进行生产。公司在接受订单后，将订单拆分为各种组件，并

根据客户订单、工程项目的需求和交货期限安排生产。全屋定制产品具体生产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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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精品五金产品，公司会根据市场需求预测、年度销售计划及现有订单、现有库存等情况，制定月度销售及生产计划，

在保证市场需求的同时，降低库存，提高存货周转率。 

    生产过程中，公司会将部分工序委外加工，如五金电镀、五金机加工、板材加工等，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可以集公司资

源于核心工序；另一方面，适当的产业链分工、专业化生产可以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3、研发模式 

公司以研发、创新作为公司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公司设置了研发中心，各事业部下并设有研发部门。公司研发中心进行

产品研发战略统筹，各事业部研发部门每年根据市场动态、产品销售分析和公司发展需求开发有竞争力的产品。 

    公司一直以来坚持原创设计，自主创新。除了拥有多支优秀高水平设计师团队和工程师团队外，还与国内知名高校、科

研院所等建立 “产学研合作平台”，与国内知名设计公司、意大利等顶级设计师达成战略合作联盟。成熟的研发管理体系、

完善的培训和研发激励机制使公司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在定制家居行业的处于领先水平。 

4、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渠道继续保持以经销模式为主，大宗客户和直营模式为辅的销售模式，同时积极拓展整装业务渠道。 

 （1）经销模式 

经销模式是在指定的区域内，公司授权符合要求的经销商按照公司要求开设“顶固”品牌全屋定制、精品五金或集创门窗

产品零售及批发业务的一种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买断式销售方式与经销商进行合作，并按照产品品类（如全屋定制、精品五金及集创门窗）分别与经销商签订

经销合同。 

   （2）大宗客户模式 

大宗客户模式是公司向房屋装修领域的房地产开发建筑商、装修公司等大宗客户提供定制家具、精品五金产品的直销模

式。主要开拓地产住宅、酒店、公寓、学校、医院、办公楼等各类工程业务。公司组建了工程事业部，统一负责大宗客户的

业务开拓与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风险管理，推动大宗客户结算方式优化，加大优质地产客户资源的获取，强化与央企、地方国企及

优质民企等房地产企业的战略合作。 

   （3）整装模式 

整装模式是指公司在全国范围选择与综合实力较强的家装公司开展合作，基于BIM技术，充分利用公司的品牌知名度、

丰富的产品品类，整合国内知名家居品牌，从单一整装产品到“基装+建材主材+定制家居+成品家具+软装+家电”全产品线布

局出发，依靠丰富的营销经验和高效的流量整合资源，打通“全渠道”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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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直营模式 

    直营模式是指公司直接销售产品给终端客户，包括线上直接销售给客户或在无经销商的重点城市大型家装卖场投资设立

专卖店并销售公司产品。 

   （三）公司主要产品及竞争对手情况 

（1）全屋定制产品 

报告期，公司的全屋定制产品主要包括定制衣柜、橱柜、门窗及包括入户空间、书房、儿童房、客厅、餐厅等在内的全

屋定制家具产品。经过十多年的专注发展，公司的“顶固”品牌已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了明显竞争优势，拥有较高的品牌美誉度

和市场占有率，公司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包括商品房（毛坯房）购买者、旧房二次装修消费者、精装楼盘的房地产开发商、

家装公司等。 

近年来，全屋定制家具市场发展迅速，定制家具以其具备个性化设计、高空间利用率、美观时尚、环保节约等诸多优点，

取得了较快速发展。得益于行业的良好发展，已有包括如索菲亚、好莱客、欧派家居、尚品宅配等在内的多家定制品牌企业

率先获得上市融资，并且在资本实力大幅增强后纷纷投入扩大产销规模、渠道布局，取得了较优异的业绩表现。 

    公司作为国内定制行业知名品牌之一，在国内市场具备较强的先发优势，尤其在智能制造、产品智能化、设计研发、精

品五金和智能五金技术集成应用于定制家具产品、信息化技术等方面优势明显，公司实行差异化战略，产品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在中高端市场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2）精品五金产品（含智能五金） 

报告期，公司精品五金产品主要包括普通机械门锁、智能门锁、铰链、滑轮及滑轨、合页、三节轨、门吸、智能晾衣机、

智能毛巾架等。公司以家居五金起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家居五金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公司可以为商用工

程、民用工程以及门业生产厂家提供完整配套的美标、欧标及国标全系列工程五金产品解决方案。公司在家居五金领域行业

地位较为领先。公司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包括新房装修和旧房二次装修消费者、精装楼盘的房地产开发商、家装公司等。 

     自2010年开始，公司在机电一体化技术领域进行了研究与产品开发，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积累，公司在智能门锁、智能

晾衣机、智能门控以及智能家居产品领域积累了较为深厚的技术沉淀与产品应用经验。随着家居产业的迅速崛起，行业发展

突飞猛进，公司的竞争对手也纷纷加大自身品牌的传播与渠道的建设。 

精品五金产品种类繁多、档次差异较大，市场整体较为零散。行业竞争可按中高端和低端产品来区分：中高端市场，企

业主要依靠其产品质量、品牌、渠道、技术、管理及规模等优势，以生产系统化的中高端五金产品为主，参与市场竞争。在

精品五金中高端市场，主要竞争对手有“雅洁”、“汇泰龙”等品牌；在低端市场，企业生产规模较小，品牌意识较弱，以零散

的形式参与区域市场竞争。目前大量中小五金企业在低端市场无序竞争、低价竞争，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同质化现象严重。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改善，家居生活对家庭和个人越来越重要，人们对家居的舒适度要求越来越高。

现代人希望的懒汉式的生活方式要求五金件越来越人性化和智能化。智能晾衣机、无钥匙开锁、远程监控等，正在成为越来

越多家庭的必备要求。因此，智能化已逐步成为家居五金的一大发展趋势，其市场容量及未来增长空间较大。目前智能晾衣

机产品主要的竞争对手有“好太太”、“绿米”等品牌；智能门锁产品主要竞争对手有“鹿客”“德施曼”等品牌。 

（3）集创门窗产品 

集创门窗是集成水密性、气密性、保温性、隔音性、抗风压等结构性能，具有安全、美观、节能、环保等优点的创新型

门窗产品。 主要产品涵盖室内外铝合金门窗、推拉门、全景阳台门、阳光房，室内生态房门、卫浴门、隔断门、护墙板等

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全屋门窗解决方案，营造高端品质与艺术涵养兼具的生活体验。生态门产品主要竞争对手有

“TATA木门”、“梦天木门”等品牌，门窗产品主要竞争对手有“贝克洛”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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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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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635,134,176.00 1,463,186,497.06 11.75% 1,188,155,15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1,447,186.06 806,285,225.00 -13.00% 789,865,162.1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298,276,682.36 872,392,023.47 48.82% 929,728,77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828,436.91 21,740,974.83 -490.18% 77,887,37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811,356.78 14,801,195.24 -693.27% 67,448,387.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72,918.06 106,740,455.43 -116.37% 62,752,065.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11 -472.73%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11 -472.73%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8% 2.75% -14.03% 10.1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9,656,633.20 352,772,178.74 364,275,775.55 411,572,09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79,181.81 26,784,017.47 31,031,097.63 -157,022,73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17,330.05 24,561,008.94 27,958,126.57 -153,847,822.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315,478.19 -45,221,596.89 10,067,949.67 102,996,207.3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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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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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49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34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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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新达 境内自然人 30.79% 63,698,400 47,773,800 质押 17,900,000 

林彩菊 境内自然人 6.07% 12,549,600    

曹岩 境内自然人 5.67% 11,735,100  质押 8,170,000 

中山市凯悦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7% 8,413,200    

中山市建达饰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 4,601,500    

林根法 境内自然人 1.74% 3,607,500    

中山市顶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 2,984,700    

任丽峰 境内自然人 1.39% 2,870,000    

张燕 境内自然人 1.31% 2,706,500    

孟福卿 境内自然人 1.23% 2,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林新达与林彩菊为夫妻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

林根法是林彩菊妹妹的丈夫；3、林新达是中山市凯悦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中山市建达饰品有限公司和中山市

顶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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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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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827.67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8.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482.84万元，

较上年同比减少490.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747.29万元，较上年同比减少116.37%，每股收益-0.41元，较上

年同比减少472.73%。公司经营出现亏损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止2021年12月31日的各项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可能发生减

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并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存在可能发生资产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

提减值损失，公司及子公司本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合计20,003.46万元，其中信用减值损失17,902.25万元，主要为报告期

内公司持有的部分商业承兑汇票出现逾期尚未兑付，对相关应收款项进行单项计提充分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2,101.21

万元，主要为存货跌价准备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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