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1年，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具体情况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积极推进公司各项工作的进行，

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全面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经营，先就公

司董事会 2021年工作情况做出如下报告： 

一、2021 年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21年公司的生产经营遇到了“冬天”，面临较大的困难和挑战，但公司一

直坚守初心和信念，不为短期利益所困扰，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创新之路，打造

创新型的企业。 

公司将设计、营销、生产等各个环节数字化、云端化，持续加强基于云计算

的专业3D室内设计平台——SAAS技术服务的深度研发，始终保持IT技术在全行业

持续领先。目前公司与北京京东已签署软件销售及技术开发合同，公司向北京京

东销售设计软件、提供前述软件实施服务。 

公司凭借自身的数字化能力，依托“看着BIM做装修”的战略定位，借助与北

京京东建立的中央厨房式供应链及物流合作，随着干法施工工艺的应用和装配式

产品的逐步成熟，进一步提升施工标准化的程度，最终实现工业化整装。报告期

内，公司整装模式实现营业收入约11.09亿元，同比增长53.69%。 

公司新居网MCN继续探索优化直播电商带货新模式，打造内容电商开放平台。

2021年新居网MCN直播带货从3月GMV100万，到11月份GMV突破4000万，年度GMV

达到2.3亿，成为家居行业直播带货头部MCN。 

公司的发展需要创新新模式来注入活力，更需要重构或优化固有的模式，以

新形态面向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2021年公司通过创新开展各项工作，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730,960.95万元，较上年增长了12.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8,970.47万元，较上年下降了11.54%。2021年末，公司资产总额798,983.08

万元，比2020年末增长28.05%；公司净资产357,782.99万元，比2020年末增长



2.08%。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的开展情况 

   （一）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会议情况 

1. 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会议类

型 

投资者参

与比例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审议议案/索引 

2020年年

度股东大

会 

年度会

议 
63.3264% 

2021年5

月27日 

2021年5

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1-024） 

2021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会

议 
63.3220% 

2021年7

月12日 

2021年7

月12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44） 

2021年第

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会

议 
58.8609% 

2021年7

月29日 

2021年7

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49） 

2021年第

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会

议 
58.2901% 

2021年9月

3日 

2021年9

月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1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68） 



2021年第

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 

临时会

议 
58.2302% 

2021年12

月17日 

2021年12

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1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99） 

2. 董事会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审议议案/索引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 

2021年4月27

日 

2021年4月

2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9）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2021年5月6

日 

2021年5月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8）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 

2021年5月27

日 

2021年5月

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5）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 

2021年6月25

日 

2021年6月

2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 

2021年7月13

日 

2021年7月

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2021年8月18 2021年8月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十三次会议 日 19日 www.cninfo.com.cn《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 

2021年8月27

日 

2021年8月

2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 

2021年9月3

日 

2021年9月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四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69）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 

2021年9月26

日 

2021年9月

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7）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 

2021年10月

27日 
免于披露 

《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

告>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 

2021年12月1

日 

2021年12月

2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92）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 

2021年12月

17日 

2021年12月

1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第四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101）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

2021 年，各委员会根据工作细则等相关制度规定，勤勉尽责，充分发挥各自专

业作用。履行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管理及对公司董事及高管履行职责情况的考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评，对公司长期战略及重大投资决策提出宝贵建议等，对公司外部、内部审计起

到监督、核查作用。各委员会成员切实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 

（三）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具体情况，健

全和完善了《公司章程》和各内部控制制度，发挥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能

和作用，完善了董事会的职能和专业化程度，保障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程序

性，不断完善本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高公司

治理水平。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知情人登记管

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内幕信息保密工作。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治理实际情况基本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发布的有关上

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对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管理体系建设、人才

梯队建设和重大事项提出了宝贵的专业意见，为完善公司监督机制、促进公司稳

健经营、创造良好业绩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一）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秉承“真诚服务每一个客户、负责任地做好每一个产品、高效执行每一

个工作任务、团结协作并尊重每一个员工”核心价值观，以“创新科技，服务家

居”为理念，以“成就你我家居梦想”为公司愿景，通过不断的创新研发，践行

“互联网+智能化制造”的理念和技术思维，应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进行信息

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全屋整装、全屋定制、全屋配套等一

体化服务，坚定而持续地去投入去探索中国家装行业整装发展之路。 

（二）2022 年度的经营计划 

公司 2022年经营计划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来开展，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



全屋整装、全屋定制、全屋配套等一体化服务，坚定而持续地去投入去探索中国

家装行业整装发展之路。2022年经营计划的核心要点是“高质量发展”，强化核

心基础能力及核心主业增长，降本增效、流程再造，聚焦利润大幅增长。 

1、坚定执行“1+N+Z”的城市发展策略 

对于自营城市，坚定执行 1个大店（O店）+N个标准直营店/加盟店+装企深

度融合店（Z）的城市发展策略，持续推进“直营门店”“直销 O2O”“自营加盟”

“拓展（拎包）”“整装（全案）”五大业务。（1）全面推行直营门店合伙人模式、

鼓励孵化裂变合伙人，通过套餐工作法提升整体人效；（2）注重装企等融合渠道，

打造专属产品线；（3）建立强有力的市场秩序，多渠道共享大店，加强对自营城

市加盟商技能培训与经验分享。 

对于加盟业务，不断下沉市场，大力招商，加快步伐去占据空白市场，坚定

执行 1个大店（总经销）+N个标准加盟店（分销）+装企深度融合店（Z）等多

个销售渠道共存发展的城市发展策略。（1）专注全屋定制，走差异化产品线。对

于不同销售渠道提供不同的产品，全客群覆盖。（2）全系套餐赋能，进攻性战略

营销。快速报价，使用套餐工作法促销售与成交。（3）快速开拓销售渠道，布局

大市场矩阵。家装、楼拓拎包业务、大宗业务等多渠道业务协调发展；（4）品牌

向上造势，全氛围声势传播。通过直播活动、101主播创造营、中庭活动、联盟

活动、楼盘团购等实现全方位客户覆盖。 

2、坚定而持续地去投入完善整装模式 

对于自营整装业务，以“提效降本”为目标，实现业绩增长。持续推动 BIM

系统的迭代优化升级，完善 BIM系统及深化持续提升虚拟装修的核心价值；形成

以产业工人为核心的交付新模式，深入运营产业工人模式提升施工品质及效能；

持续圣诞鸟整装装修导航系统的迭代升级，建立及完善交付运营管理系统，实现

系统驱动运营；围绕材料、人工、运费及人效进行提效降本。 

对于整装云业务，高举整装模式大旗，赋能装企会员。架构扁平化，强管理、

提人效、高协同；会员全面驱动，树立会员标杆；加强本地招商，加大招商投入，

全面打造赋能平台；大力推进孖酷店，创新高毛利产品销售；整装产品化，使用

整装套餐 3.0工作法，服务装企销售赋能提升终端销售额。 

3、加强内部改造，持续不断做好组织体系建设 



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基石土壤，在于“组织”“文化”与“干部”。公

司将通过组织架构的管理变革，持续不断地做好组织治理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组

织架构、组织文化、统治与分治、职能管理与业务管理、管理控制系统、职位与

职级系统；公司将加强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干部选拔、考核、任免工作管理。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