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008                                                     公司简称：喜临门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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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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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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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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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刚 沈洁 

电话 0575-85159531 0575-85159531 

传真 0575-85151221 0575-85151221 

电子信箱 xilinmen@chinabed.com xilinmen@chinabed.com 

1.6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5 年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42,320,949.54 元，提取 10%法定

公积金 14,232,094.95 元，加上上年度未分配利润 279,623,818.15 元，可分配利润为 407,712,672.74

元。以公司 2015 年末总股本 31,5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7,250,000.00 元，尚余 360,462,672.74 元转入下年度分配。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民用家具业务、酒店家具业务和影视文化业务三大类。 

    民用家具业务主要销售以床垫、软床及配套产品为主的中高档卧室家具，喜临门品牌旗下有

“喜临门”、“法诗曼”、“BBR”、“爱倍”四大主要系列。 



    酒店家具业务主要是向星级酒店或大型公建项目提供室内家具及装修配套的木制品。 

    2015 年 5 月 27 日，公司完成对晟喜华视的收购，公司的业务构成中增加了影视的投资、制

作、发行及衍生业务。报告期内，该业务所获净利润约占公司净利润的 1/3。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在家具制造业务方面，公司主要有自主品牌和 OEM 两种经营模式。 

（1）自主品牌经营模式 

自主品牌经营模式通常包括设计研发、采购、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几个环节。销售模式主要有直

营连锁和特许加盟两种。 

 

（2）OEM 模式 

    国际家居品牌商凭借遍布世界的销售渠道和品牌优势占据着高端的主流家具市场。以 OEM 模

式进入国际家居品牌商的供应链体系，成为国内家具厂商发展国际路线的一条有效途径。国际家

具品牌商非常重视供应商的开发和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秀的家具制造商

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 

    在选择供应商并确定战略合作关系前，国际家居品牌商一般对供应商资质会有非常严格的审

定程序，在审定过程中将对供应商的设计研发能力、生产流程、质量管理、服务弹性、全球供应

能力甚至经营状况等多个方面提出严格要求。对供应商的资质审定一般需要较长周期，之后再通

过供货测试后才能正式成为其供应商。家具制造商一旦通过供应商资质的最终审定，将被纳入到

国际知名家具品牌商的全球供应链，双方结成较为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2、在影视文化业务方面 

公司经营模式如下： 

 

各阶段相关细分模式如下： 

    （1）采购。电视剧业务所发生的采购主要为剧本创作服务及演职人员劳务，其余采购项目包

括摄制耗材、道具、服装、化妆用品、专用设施、设备和场景的租赁使用、后期制作等。 

剧本采购：剧本是电视剧创作的基础和源头，晟喜华视主要采取以下方式取得剧本：一是直接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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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已有剧本版权；二是由晟喜华视策划选题，进而自创剧本；三是采取半原创的方式，对已有小

说、老版电视剧等进行改编，从而提高剧本制作效率。 

其他采购事项：对于独家拍摄投资剧作及由晟喜华视承制的联合投资拍摄剧作，晟喜华视通过派

驻财务人员、制定剧组财务管理制度等措施，有效控制剧组预算并监控日常财务管理情况。 

    （2）生产。晟喜华视的电视剧投拍业务，均以剧组为单位进行生产，并实行制片人负责制。

剧组是影视行业内特有的一种生产单位和组织形式，是为从事影视剧拍摄而临时成立的工作团队。 

自成立以来，晟喜华视采用的拍摄模式包括独家投资拍摄、联合投资拍摄（执行制片方）和联合

投资拍摄（非执行制片方）三种。 

    （3）销售。电视剧的销售发行一般由发行方直接对下游播出平台（包括电视台及网络视频服

务企业）进行发行，也可以由专业的发行机构一次性买断电视剧的发行权并进行销售。目前晟喜

华视主要采用前一种发行方式。 

    （4）赢利。晟喜华视的电视剧投资、制作及发行业务，主要是通过向电视台、网络视频服务

企业等客户销售电视剧作品播放权利而实现盈利，其收入来源是各播出平台为获取播放权利而支

付的对价。 

    （5）结算。晟喜华视的结算模式主要呈现客户分阶段付款的特征。 

(三)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处的行业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民用家具业务、酒店家具业务和影视文化业务三大类。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民用家具业务和酒

店家具业务归属家具制造业。公司是一家集精细化管理、先进技术、精良制造工艺、优质产品质

量和知名品牌于一身，包含产品研发、工业设计、规模化生产、自主营销和品牌经营等完整的产

业链条，具备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是国内首家在 A 股上市的床垫生产企业。 

    2015 年 5 月 27 日，公司完成了对绿城传媒（现更名为晟喜华视）100%股权的收购，公司业

务向文化传媒领域拓展。晟喜华视主要从事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及衍生业务。根据国家统

计局 2011 年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属于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

制作业。晟喜华视成立 10 余年来，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发展战略，不断推出“强情节”类民国剧、抗

战剧等，并通过加强发行能力、建设团队核心竞争力，使得电视剧作品逐渐获得了下游电视台、

网络视频服务企业等客户的认可，形成了电视剧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2、行业发展概况 

    （1）我国家具行业概况 

    中国家具工业经过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对国际先进家具制造、

设计技术的借鉴，及新技术、新材料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国内家具企业的工艺技术和企业

管理的水平，加速我国家具制造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部分家具企业已经实现了自动化或半自

动化制造，生产工艺更加精益，市场反应速度愈发敏捷，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家具

明星企业和家具配套产业。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外引内改、开拓创新的政策，家具的产量和经济

效益都有明显的提高，家具市场呈日益扩大之势，中国的家具工业在国际家具生产、技术和贸易

中已占有一定地位。中国家具业已经历了从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成为支撑国民经济、

丰富国民生活的重要产业。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居住、

工作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促进家具消费市场日益繁荣。 

    （2）我国床垫子行业概况 

    我国床垫行业是家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床垫业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自国外

引进的、规模不等的弹簧软床垫生产线散布于全国各地，初步构建了我国床垫行业的发展基础和

市场雏形。至 90 年代末期，我国从国外引进的生产线数量已接近上百条。国家床具机械的兴起和

发展，进一步促成了中国床垫业的快速发展；在此时期，我国床垫业规模以上企业已经有六七百



家。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床垫业发展势头良好，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床垫生产基地和最

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我国床垫市场呈现两个特点：（1）在制造领域，行业集中度较低，企业之间

差距明显。（2）在消费领域，居民的床垫消费水平层次明显。 

    国内床垫市场需求的逐步扩大，其原因首先在于我国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人口数量的增多

必然增加床垫的销售量。随着中国传统大众“硬床板”观念的逐渐淡薄，弹簧床垫、乳胶床垫等市

场会越来越广。其次，国民生活品质提高而形成的消费升级需求，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对睡

眠环境、床垫质量和外观等感性要求也越来越多，床垫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满足了各种人群的需

要，从而加快了床垫的更换频率。消费升级带来的床垫需求增加将日渐成为需求增加的最主要因

素。 

    另外，房地产交易对床垫的销量能够产生间接影响，商品房的交易量和交易面积都会刺激床

垫的购置需求。人们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床垫市场的规模必会随着房

地产交易的繁荣而持续扩大。 

    （3）影视文化行业概况 

    我国电视剧市场规模持续增长，但电视剧发行数量在 2012 年达到高峰后回落，行业总体进入

充分竞争的成熟阶段。“一剧两星”以及“海外剧限外令”等政策正推动电视剧行业向国产精品剧方

向发展，加之视频网站的崛起和网络视频用户的增长，精品剧、网络剧已经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

行业的发展趋势。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3,223,841,195.87 1,987,729,467.47 62.19 1,509,327,415.41 

营业收入 1,687,437,125.87 1,290,552,950.05 30.75 1,021,894,171.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0,643,681.42 93,910,350.20 103.00 120,213,922.3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8,229,133.95 96,364,667.55 84.95 118,691,054.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39,636,128.77 1,149,127,167.14 16.58 1,096,166,816.9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6,579,240.04 40,370,943.52 609.87 99,050,378.16 

期末总股本 315,000,000.00 315,000,000.00   315,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30 103.33 0.3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30 103.33 0.3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5.32 8.34 增加6.98个百分

点 

11.40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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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216,528.44 337,533,409.4 447,617,501.79 600,069,68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44,912.55 31,782,316.7 55,965,928.78 78,405,00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513,806.57 30,737,881.6 58,313,943.96 65,617,984.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13,806.57 14,636,387.6 -21,302,311.39 269,731,357.27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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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8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773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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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0 112,500,000 35.71 112,500,000 质押 89,3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

财通基金－新安9号资产

管理计划 

0 8,337,500 2.65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周伟成 5,657,500 5,657,500 1.80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阿裕 0 4,228,125 1.34 4,228,125 无   境内自然人 

沈冬良 0 4,225,000 1.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

赢21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787,300 3,787,300 1.2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五矿信托－【盛隆一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3,564,945 3,564,945 1.13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分红－团险分红 

3,085,310 3,085,310 0.98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天盛5号证券投资集合

2,851,700 2,851,700 0.91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资金信托计划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

赢九十八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689,206 2,689,206 0.85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陈阿裕为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形势分析 

家具制造行业，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全球家具市场充分竞争并趋

于成熟，产业链呈现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特征，大型家具企业的设计制造能力不断加强，全球家具

市场规模稳定增长。中国家具工业经过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出现了

一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家具明星企业和家具配套产业，但行业增速正在经历从高速发展向中速



发展的调速换档期，2011—2015 年，中国家具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逐年收窄，从 2011 年的

25.28%，下降到 2015年前三季度的 9.18%。而行业龙头公司通过品牌、技术、渠道、资金、管理、

整合能力等优势在行业增速基础上通过产品创新、模式创新等提高市场占有率，从而获得超越行

业的发展增速。 

影视文化方面，自 2009年末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完成转企改制，电视剧制作大面积市场化以

来，中国电视剧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根据中商情报网统计，2010年我国电视剧市场规模 62亿元，

2014年增至 130亿元，复合年均增速达到 20.3%，但电视剧发行数量在 2012年达到高峰后回落，

行业总体进入充分竞争的成熟阶段。“一剧两星”以及“海外剧限外令”等政策正推动电视剧行业

向国产精品剧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视频网站的崛起和网络视频用户的增长，不仅成为传统电

视渠道的需求替代者和新增量，也同步推动精品剧、网络剧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行业的发展趋势。 

（二）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床垫、软床及其他家具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培育扩大

影视文化业务新利润增长点的“实业+文化”战略，狠抓落实年初制定的“协同·增效”工作主题，

继续推进“品质领先”向“品牌领先”的转型，在充分研究并认识行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发挥

优势深挖潜能，保持了主营收入的稳健增长，实现了净利润的高速增长。2015 年公司主要经营情

况回顾如下： 

1、自主品牌逆势而上，线上线下及国内国际均有突破 

2015年，公司继续大力推进“品质领先”向“品牌领先”的转型。在“文化塑品牌”的总体

思路下，以“蜜月喜临门”等活动为载体，吸引了全国数万消费者的互动参与，不仅创造较好的

销售业绩，更是通过重新定义“蜜月”文化，向全国消费者传递了喜临门“喜欢你、睡一生”的

美好情感。公司微信企业号信息发送质量和频次均有提升，已逐渐成为品牌推广的新阵地。 

除了自主品牌前述的逆势而上以外，线下业务中，集团客户业务 2015年继续实现销售收入较

大增幅。电商业务方面，为提高业务反应的灵敏度，团队搬迁至杭州，与京东、天猫等网络平台

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合作。国际事业部在高基数下保持了稳健增长，成为公司最稳定的业务板块。 

2、并购迈出实质性步伐，“实业+文化”的框架初步建立 

报告期内，公司以 7.2亿元对价完成了对晟喜华视（原绿城传媒）的 100%股权收购，正式进

入文化传媒领域。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几年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晟喜华视在电视剧策

划、制作和发行领域具备显著优势，资产质量优良，盈利能力较强。通过并购晟喜华视，公司将

在家具制造主业之外增加影视文化业务，形成家具产业与新兴文化传媒产业相互叠加，共同发展

的局面，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平滑传统制造业务的业绩波动，在家具制造主业之外

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 

3、圆满完成公司换届，推进组织整合 

2015年 10月，公司圆满完成董事会和经营团队的换届选举。在保持自有品牌和 OEM“双轮驱

动”的战略稳定性的前提下，公司主要领导的分管职责做了重要调整，并以此为基础，内部改革

“国内自主品牌”业务，推动合并成立新的国际事业部，梳理整合电商团队和集团客户部，新建

智能产品公司以及调整儿童业务。公司的业务板块布局日趋清晰和完善，自有品牌和 OEM“双轮

驱动”，线上线下“多渠道”，智能和儿童新未来的业务格局初步形成。 

4、精益生产，生产效率和品质明显改善 

公司从 2013年开始推行精益生产以来，生产效率有了大幅提高，产品品质逐年改善，成本也

有了一定的下降。各生产分部通过系统约束、现场管控、材料替代等措施，损耗率有明显下降。

通过优化生产流程，产品合格率进一步提升。同时，公司采购中心组织进行了供应商的评审和整

合，2015年采购成本明显下降。精益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常态的过程，公司将

持续做好精益生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精细化转变，实现品质领先到品牌领先的战略，最终成

为科学睡眠的领导者。 



5、转型升级，以智能项目接轨“互联网+” 

2015年 8月，公司全资子公司舒眠科技成立，并以此搭建专用平台，引进专业人才，加强智

能床垫研发工作。公司成立舒眠科技旨在把握与睡眠关联的大健康产业的投资机会，在智能健康

领域有所发展，有利于拓宽公司营业收入来源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2015

年 10月，公司投资参股浙江神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占股比例 35%。公司将利用神灯生物科技在

脑电波和人体生物电采集等领域的国际领先技术，结合喜临门在传统睡眠场景相关产品的品牌和

渠道优势，与神灯生物科技一起建立脑电技术的应用、产品的销售优势，进一步整合形成喜临门

的科学睡眠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完善智能睡眠产品的研发和布局，利用先发优势，积极加

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未来大健康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6、协同配合，支持服务部门助力公司发展 

2015年公司的工作主题是“协同、增效”，公司上下都较好地贯彻了这一主题并付诸于行动。

公司生产销售部门和各行政服务部门的协同配合共同实现了“增收降本”这一目标的达成。另一

方面，公司管理学院多达 4000多人次的内外训，不仅为内部人员提升搭建了平台，也为终端销售

人员提高销售技巧提供了帮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8,743.71 万元，同比增长 30.75%；营业利润 23,375.93 万元，

同比增长 117.61%，利润总额 24,156.05 万元，同比增长 12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64.37 万元，同比增长 103.00%。2015 年度，晟喜华视公司经审计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 7,007.46 万元，超过 6,850 万元，已完成周伟成和兰江对该年度所作的业绩承诺。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喜临门北方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临门北方公司)、嘉晟（香河）家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晟公司）、绍兴源盛海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盛海绵公司）、喜临门酒店家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酒店家具公司）、浙江喜临门软体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临门软体公司）、上

海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喜临门公司）、绍兴优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肯贸易

公司）、浙江哈喜创意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哈喜公司）、成都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都喜临门公司）、北京巴宝莉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巴宝莉公司）、浙江晟喜华视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原名浙江绿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喜华视公司）、浙江舒眠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舒眠公司）、香港喜临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喜临门公司）和杭州喜临门

家居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喜临门公司）等 14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

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阿裕 

2016年 3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