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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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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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70元（含税），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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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立股份 60303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科 李文思 

办公地址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总

部二路13号汇富中心9楼；深圳市福田

区金田路卓越世纪中心1号楼710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产业技

术开发区总部二路13号汇

富中心9楼；深圳市福田区

金田路卓越世纪中心1号楼

710 

电话 0769-83338072 0769-83338072 

电子信箱 investor@dghuafuli.com investor@dghuaful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类别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41 其他制造业”。



公司主要产品是饰边条、饰面板，属于复合材料领域中的功能性复合材料，主要用于板式家具、

室内装潢的装饰复合材料产品。上游为合成树脂、油墨等制造业，中下游行业为板式家具制造业

以及室内装饰装修业，公司处于整个家具行业的中游。 

 

公司所处行业市场情况 

公司上游产业主要为化工、人造板等基础材料行业，发展较为成熟，行业格局稳定；下游行

业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推进，消费者对板式家具、室内装饰材料需求也将不断增长，因此也持续

带动中游装饰复合材料行业发展。 

（1）饰边条市场概况 

饰边条复合材料主要应用于板式家具、室内装饰等领域。在板式家具领域，可用于橱柜和衣

柜等，具有装饰、固封、防刮、防撞等功能作用；在室内装饰领域，可用于木地板铺装配套的踢

脚线和收口条。因此，饰边条材料市场需求与板式家具制造业以及木地板等室内装饰材料需求关

系紧密。我国家居装饰、板式家具等行业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以及行业制造工艺的不断更新，使得

饰边条材料市场规模和效益迅速提升。与此同时，行业中拥有雄厚研发实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

工艺控制核心技术并且实现规模化生产的企业竞争优势逐渐显现。 

（2）饰面板市场情况 

饰面板是指以人造板或天然木质单板等为基材，以装饰纸为饰面材料的装饰板材，主要用于

室内装修或家具制造的表面材料，公司产品主要是以人造刨花板 PB及 OSB为基材进行设计、加工

的饰面板。相对于其它人造板种类，OSB 定向刨花板生产过程中使用 MDI 胶不含甲醛，所以不会

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甲醛、笨等化学物质，环保、防潮、抗弯、握钉性能更为优异。近年来，根据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定向刨花板产能的不断增长预示着

定向刨花板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从而可以推测出以定向刨花板为基材的饰面板需求也在同步增

长。 

公司所在细分行业特点 

目前我国装饰复合材料行业的主要表现为行业集中度较低且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我国装饰



复合材料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业内多为中小微型企业，规模小且技术水平普遍较低。装饰复合

材料作为板式家具、室内装饰行业的配套服务产业，在地域分布上倾向于临近下游客户，由此形

成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成渝经济圈和环渤海地区的区域性布局的特点。目前行业内的多数

企业为服务于某一区域的区域型企业，只有少数领先企业进行全国性的战略布局并进行生产、销

售和服务网络平台的搭建，行业格局为跨区域发展企业和区域企业并存。 

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在装饰复合材料领域耕耘多年，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曾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东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东莞市专利金奖。公司还

拥有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实验室和

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具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旗下子公司东莞华富立、浙江华富立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旗下子公司东莞华富立是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及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通

过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拥有专利 105项，其中发明专利 44 项，实用新型 61 项。公司是家

具饰边条领域首个行业技术标准《家具用封边条技术要求》(QB/T4463-2013)的主要起草单位及相

关行业标准的有力推动者，在国内中高端家具及室内装饰复合材料领域具有领先优势。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作为行业领先的“定制·精装材料服务商”，以装饰复合材料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产

业基石，发展成为包括家居材料业务板块、产业互联网业务板块、产业投资业务板块的综合型控

股企业。 

家居材料业务板块，主要产品为饰边条、饰面板，主要用于板式家具、室内装潢以及商业空

间打造。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1）饰边条，主要为 PVC、ABS、HM 以及异型饰边条等，该类产品主要用于板式家具的边延

密封保护和装饰。 

（2）饰面板，主要为 OSB（定向刨花板）、PB（刨花板）为基材的饰面板，该类产品主要用

于板式家具生产及室内装潢。 



饰面板基材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产品性能，公司选择的是目前综合性能优异的 OSB及 PB，相对

于其他类型板材，环保、防潮、抗弯、握钉性能更为优异。 

不同基材对比 

产业互联网业务板块，公司旗下的虹湾供应链平台（www.hw-scm.com）是一站式家居建材采

购平台，包括外观展示、材质参数说明、可视化比较、网站和微信小程序在线下单以及客户订单

信息的传输流转，实现了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相统一。公司通过开拓线上销售模式，配套自动

化生产线和智能仓储物流，不仅为现有 B 端客户提供更优质服务，增强客户粘性及扩大订单量，

也为开拓新客户提供可视化窗口。扩大产品覆盖面及提升订单转化率，从而可以进一步盘活客户

资源，深挖产品订单需求。 

产业投资业务板块，公司打造精装材料与设计配套的产业园，是产业投资业务板块的重要布

局，旨在连接上下游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宏源智造园位于东莞东部工业园，占地面积约 78亩，规

划建筑总面积约 16万平方米，一期项目已开始运营。芜湖国际智慧定制精装生态园位于芜湖三山

经济开发区，项目占地面积 240亩，建筑面积约 10万平方米，已全面启动建设。 

为更好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公司产业升级和发展的步伐，实现公司资本连接产业目标，下属

子公司尚润资本作为公司重要的投融资平台，积极寻求发掘优质投资标的。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采用直接销售和经销商销售相结合、线上销售与线下销售相结合、“封边条+

饰面板+异型材”组合销售的模式。 

公司的产品以内销为主。在销售模式上，公司采取直接销售和经销商销售相结合的模式。由



于公司主要产品为中高端装饰复合材料，需要与客户在配方设计、型号要求、装饰效果等产品设

计方面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合作，公司境内销售主要采用直接销售模式，即与客户签订合同后，在

与客户充分协商产品参数基础上接单生产并直接销售给境内客户。由于境外经销商在当地市场开

拓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公司境外销售主要采用经销商模式，主要为买断式销售。经销商具有独立

的经营机构，拥有商品的所有权，自由选择其供应商及产品，并通过产品销售获得经营利润。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实行“以单定产”的生产模式，即以客户的定制化要求为导向，以客户的订单需求

为基础，通过综合分析客户对产品的性能、颜色、需求量等各方面要求，结合自身产能、原材料

采购及仓库库存情况制定生产计划进行量产。 

公司的生产流程为：（1）生产部门就客户提出的各方面需求（或样品）确定量产前的配方和

工艺方案；（2）销售部与客户就产品样式、质量、价格、结算方式、供货保障等事项予以确认后，

接单生产；（3）计划人员根据客户交期向生产部门下达生产计划；（4）生产部门根据销售部的订

单组织备料；（5）生产完成后，按照客户要求的交期，运输至指定的地点。 

（3）采购模式 

公司采取统分结合的采购模式，主要原材料由公司采购中心统一选定供应商和确定采购价格，

由各子公司按实际需求量进行采购；少量、少额的临时用料或特殊用途物资，由各子公司按照实

际需求安排采购。 

公司管理层依据公司预期订单的合理估算、原材料的运输时间、原材料价格走势的判断以及

生产的实际情况，综合决定原材料的储备量。 

公司采购流程如下：公司根据客户订单需求数量、交货周期、库存情况等来确定采购计划，

采购计划包括采购原辅材料的品种、数量和供应商交货周期等。采购部将根据采购计划将所需采

购的物料汇总，对供应商进行询价、比价，签订采购合同。 

目前，公司已与主要原辅材料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够保证原料的稳定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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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262,535.54 1,604,608,816.66 26.78 1,429,396,200.4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33,669,781.29 1,082,152,786.52 23.24 1,081,479,188.55 



营业收入 1,159,038,224.64 865,783,129.63 33.87 910,276,734.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590,120.58 33,976,856.04 -36.46 93,761,715.9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747,576.85 37,727,382.28 -125.84 71,785,530.4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115,612.18 38,358,651.43 -126.37 120,414,529.4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83 3.15 

减少1.32个百分

点 
9.0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18 -38.89 0.5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18 -38.89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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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551,488.87 329,625,237.05 266,657,697.58 316,203,80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306,926.09 12,200,779.44 10,801,096.76 -10,718,68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7,911,569.98 2,804,423.45 -3,052,594.41 -17,410,97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052,786.95 18,043,694.92 -5,770,216.56 56,663,6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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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41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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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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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洪汝 0 79,254,000 38.3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谢劭庄 -2,000,000 11,630,400 5.6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卢旭球 -1,972,900 11,299,100 5.4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9,017,132 9,017,132 4.36 9,017,132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谢志昆 -1,950,000 7,928,400 3.8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郭伟松 6,311,992 6,311,992 3.05 6,311,992 
质

押 
6,311,992 

境内自

然人 

王堂新 -1,930,000 5,870,800 2.8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林金涛 3,606,853 3,606,853 1.75 3,606,853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宁聚映山红 9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06,853 3,606,853 1.75 3,606,853 无 0 其他 

张万福 983,600 2,537,100 1.2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谭洪汝先生与第二大股东谢劭庄女士为夫

妻关系，股东谢劭庄女士与股东谢志昆先生为姐弟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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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图中的持股比例为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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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经营讨论与分析 

2021年，面对疫情持续反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原材料涨价等严峻复杂的外部环

境，在董事会的决策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将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同部署，扎实有效开展疫情防控

和生产经营工作，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目标，积极采取应对举措，统筹有序的推进各项

工作。2021年度，公司经营实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本报告期内，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5,903.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3.87%。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9.0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6.46%；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74.7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5.84%。 



1、持续夯实饰边条业务，强化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采购、研发、生产、质检、销售等各环节管控，通过生产工艺标准化，

各项考核精细化，进一步实现提质创效。公司紧紧围绕市场需求，保持与客户的高效沟通，自主

研发改良配方设计，保证高品质产品持续稳定生产，以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不断提升客户满

意度。 

2、饰面板品牌升级，加强品牌建设 

报告期内，品牌战略升级为“华富立饰板”。“华富立饰板”作为公司旗下饰面板品牌，依托

专业的产品实验室和强大的设计研究团队，敏锐捕捉行业前沿动态，不断强化生产工艺，旨在为

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更主流的，集专业性和美感于一体的饰面板产品。积极参加权威展会平台，

持续推进品牌建设，先后在广州建博会、广州高定展、成都定制家居展览会等展会亮相；并成功

举办华富立饰板新品发布暨流行趋势分享会和客户见面会活动，品牌知名度有一定提升，并有效

转化为订单。 

3、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扩充饰面板产能 

为顺应市场发展趋势，优化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于 2020年启动了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湖北华置立装饰材料厂区项目”，该项目重点扩充饰面

板及异型材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加速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工作。2021年 3月 12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791号），2021年 8月 2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1）第

441C000531 号）。2021 年 8 月 5 日，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相关公告。 

目前，募投项目“湖北华置立装饰材料厂区项目”一期已建设完成并投产，该项目的投产将

发挥规模生产效益，进一步提高产品性能和服务水平，丰富产品结构，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4、有序推进数字化战略，多维渠道引流获客 

公司旗下的虹湾供应链平台（www.hw-scm.com）是一站式家居建材采购平台，自 2020年上线

以来，目前平台注册的客户数量超过 2800家。报告期内，虹湾供应链积极拓展商品品类，包括饰

面板、饰边条、五金拉篮、家居配套电器、智能家居等，引进国际一流品牌，旨在成为定制家居



行业内品类更全、选择更多的一站式采购平台。 

子公司康茂电子与华为达成家居业数字化战略合作，协作开发数字化门店方案：以华为企业

智慧屏 IdeaHub 为基础，融合门店远程培训，手机、电脑多设备投同屏，信息云发布等七大功能

为一体，实现数字化门店快速落地。报告期内，康茂电子与华为就智协赋能家居行业展开多次深

入交流，华为、诗尼曼与康茂电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面启动终端智慧门店的革新与升级，标

志着数字化门店解决方案的正式落地。 

5、全面启动芜湖国际智慧定制精装生态园的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启动芜湖国际智慧定制精装生态园的建设，旨在打造华东最大部品部件

产业智造集群，项目占地面积 240亩，建筑面积约 10万平方米。该项目将成为公司开拓华东定制

精装市场的重要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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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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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