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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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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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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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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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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83,765,543.87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盈余公积 7,446,792.88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03,945,420.10元，

扣除 2016年度分配的利润 9,600,000.00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70,664,171.09元。 

本公司 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1,420,1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 1.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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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乐家居 6033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宪华 龚晓龙 

办公地址 南京江宁区清水亭西路218号 南京江宁区清水亭西路218号 

电话 025-52718000 025-52718000 

电子信箱 olozq@olokitchen.com olozq@olokitche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秉承“设计让家更美，科技让美实现”的理念和使命，致力于定制家具产品的设计、研

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的提供。公司较早提出并践行 E0 级高环保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安全、

健康的家居环境；并通过不断升级完善“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智能化工厂，为消费者提供

设计精美、工艺精湛、质量可靠的定制家具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拥有整体厨柜、全屋定制家具产品系列。公司 2017 年部分新品场景图如下： 

1、“我乐·柏悦”系列全屋定制家具及厨柜 

香港设计大师梁景华作品，“柏”“悦”二字，取意“松柏长青”“心悦神怡”，融合东方和美、西方

简约的设计思想，打造现代轻奢风格全屋定制家具。 

 

 

 

 



2、“我乐·罗莎”系列全屋定制家具 

法式轻奢风格的设计，是古典和现代设计元素的融合。 

 

3、“我乐.伯尔尼”系列全屋定制家具及厨柜 

这一系列的设计灵感来自瑞士首府伯尔尼，那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保存完好、现代科技产业

高速发展的城市，其发展历程印证着该系列设计理念：“经典与现代并存人居环境”。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包括原材料采购及成品采购。原材料采购主要为刨花板、中纤板、铝材和膜皮等，

成品采购主要为电器、五金、灶具、配套家居等产品。 

对于自制产品，公司向合格供应商进行原材料采购，相应原材料主要为刨花板、中纤板、膜

皮等。原材料采购流程结束，相应材料经检验合格后进入公司原材料仓库，等待后续生产过程。

公司接到销售订单后，进入生产流程，SAP 系统进行运算并生成生产订单，生产工人根据 SAP 中

的 BOM 表至原材料仓库领料，开始生产执行流程。产品生产完毕后，SAP 系统中生产订单关闭，

相应产品进入公司成品仓库，等待后续备货、发货。 

对于外购产品，公司向各类产品的合格供应商进行采购，公司通常结合安全库存情况、产品

紧缺度、销售预测情况等进行采购。采购流程结束，相应产品经检验合格后进入公司成品仓库。

公司接到销售订单后，对于涉及的外购产品，于最终备货时，从成品仓库出库，与其余自制产品

一同备货，备货完毕后统一发货。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包括自主生产及委外加工两种模式，其中委外加工主要为工序委外。 



（1） 自主生产 

对于整体厨柜和定制衣柜产品，公司采用自主生产的方式进行生产。 

公司拥有自主开发设计的“我乐设计软件”，该软件在销售订单下达后自动进行拆单，通过与

SAP 系统的数据集成，将经过拆解且自带工艺参数的销售订单导入到公司 SAP 系统，分解的订单

进入系统后通过 MRP 运算，将订单进一步分解至生产板件并生成生产订单，并将不同类型的产品

归入不同的订单结构，在同一发货日期的要求下，各个订单结构分别执行不同业务流程。订单结

构形成后导入 MES 系统，MES 系统进行生产任务排产、原材料仓库发料、生产执行等流程。产品

过程中全程质量控制检验，产品生产完毕后 MES 系统形成生产结果汇报，并反映至 SAP 系统中，

相应生产订单随即关闭，产成品入库。产品存入公司成品仓库之后，由备货人员依据订单和条码

备货。系统综合订单交期、运输目的地及发货数量等多个因素，选择最优策略将数个订单集中发

货。发货同时系统自动通知收货人，使收货人能够实时跟踪货品。 

（2） 委外加工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委外加工生产模式，采用委外加工生产的主要为公司未自主生产的非主要

工序如压贴工艺等。 

3、销售模式 

公司目前的销售渠道主要有经销商渠道、大宗客户渠道、直营渠道和外销渠道，同时为提升

盈利能力，公司不断拓展销售网络以及销售渠道等，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公众号等拓宽客户引

流方式。 

（三）行业情况 

家具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部门主要在宏观层面对行业进行引导，具体包括制定产业政

策、规划行业发展战略、优化行业发展环境等方面。行业自律组织主要通过制定行业标准、组织

行业培训、组织行业年会等方式促进行业内企业交流，进而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国

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也提出，力争到 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60%左右，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按照户均人口 2.9 人计

算，可能产生 3450 万套的房屋购置需求。据国家统计局相关年鉴统计，我国家具市场成交额逐

年上升，市场规模逐渐稳定。 



我国家具市场营收水平近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2006-2016 年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

约 17%，是世界第一家具生产、消费及出口国。2016-2017 年我国房地产销售爆发式增长，家具

行业销售滞后于房地产销售 1 年左右，2017 年家具行业营收增长明显。 

（1）整体厨柜发展状况 

整体厨柜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经过 20 年快速发展，国内传统橱柜逐渐饱和，而整体橱柜

则在快速增长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房及换装改造的刚性需求非常强劲，我

国橱柜行业，尤其是整体橱柜行业前景十分广阔。对近五年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2009-2017

年我国橱柜行业销售收入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速呈波动状态，2012 年行业销售收入为 282.82 亿元，

同比增长 8.95%，为近年来增速最低；2017 年销售收入为 490.89 亿元，增速上升为 10.29%。 

从整体厨柜市场的消费需求结构来看，其市场需求包括商品房毛坯首次装修需求、精装房的

配套装修需求和居民为改善居住环境进行的二次装修需求。中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发布的

《2013 中国厨柜行业消费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厨柜的销量以平均每年 35%的速度上升，

每年的市场容量约为 700 亿元。根据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办公室的调查显示：我国使用厨柜的家

庭比例 2002 年为 1.2%，至 2015 年有超过 30%的家庭使用厨柜。 

（2）全屋定制家具发展状况 

全屋定制业务在我国刚刚兴起，但市场普及较为迅速。全屋定制销售规模目前在我国家具行

业销售规模中所占比重较低，未来有较大增长潜力： 

第一，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需求。传统的装修模式下，消费者需要在建材市场和家具市场

等多地进行多次往返以采购所需物品，并与装修公司多次沟通以求达到预期的家居环境。这种装

修模式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随着人们生活节奏逐渐加快，消费者对装修的便利性、快捷性要

求提高，一站式购物需求逐渐增长。全屋定制家具较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一站式购物需求：①针

对每个消费者的情况进行专属设计，提供包括家具产品组合、空间布局规划、色彩搭配等多方面

的整体设计方案。消费者只需与提供全屋定制家具服务的企业对接，根据自身的审美和生活习惯

对产品的风格、功能、颜色、尺寸等方面进行调整即可实现对整体家具装修效果的把控，装修便

利性大幅提高。②经过专业化训练的安装队伍对产品和服务流程熟悉度较高，能够高质量、高效

率按照设计方案施工，使装修时间大幅缩短，较传统装修模式更为快捷。全屋定制这种全新的家

具装修方式，为消费者节省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未来有望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第二，消费观念的改变推动家具行业消费升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生活品

质的要求逐渐提高，在家具消费方面的关注点逐渐从产品性价比、实用性等方面向产品外观设计、

功能性等方面转移。全屋定制家具产品的核心为个性化定制，主要包括外观定制及功能定制两方

面。外观定制包括整体家具的风格定制、每一件产品的颜色定制、尺寸定制等方面，通过外观定

制可以实现整体家具风格和谐统一而细节富于变化。外观定制给予消费者较大的设计自由，能够

充分满足消费者对于“个性化”的需求。功能定制则由设计师根据消费者喜好、房屋布局、空间

构造等情况赋予家具产品额外的收纳、储藏或特殊功能。全屋定制模式符合家具行业的消费升级

趋势，未来普及度提升空间较大。 

第三，全屋定制模式强调空间定制，通过对房屋进行整体规划、贴合设计等可以减少空间浪

费，最大化房屋的空间利用率。根据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厨卫工程委员会的抽样调查结果《2016 大

数据下的厨卫消费行为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5 年消费者装修的房屋面积 89%集中于 150 平米

以下的户型，其中 110 平米以下户型占比达 53.6%。110 平米以下户型对房屋空间利用率要求较高，

因此全屋定制在该等户型中的应用潜力较大。全屋定制模式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随着这

一模式未来在消费者中普及度上升，中小型户型装修市场有望向全屋定制模式发展，因此全屋定

制模式拥有较大潜在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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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151,799,946.77 497,386,346.09 131.57 385,037,676.45 

营业收入 915,012,606.73 676,198,135.12 35.32 578,930,34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3,765,543.87 68,740,984.79 21.86 56,453,33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7,427,249.33 68,911,727.88 12.36 54,599,03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43,736,173.12 304,006,197.54 144.65 242,643,47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3,764,080.08 145,419,130.20 53.88 80,853,581.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0 0.57 5.26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0 0.57 5.26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 16.03 25.32 减少9.29个百分点 26.80 



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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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99,475.30 218,877,038.74 253,113,985.48 323,322,10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56,928.14 14,151,823.61 28,066,701.67 43,303,94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071,819.18 14,610,270.13 28,671,021.48 36,217,77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179,803.21 71,604,342.93 45,971,287.24 99,008,646.7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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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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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ao女士 0 103,224,000 64.02 103,224,000 无   境外自然人 

祥禾涌安 0 5,976,000 3.71 5,976,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瑞起投资 0 5,856,000 3.63 5,856,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开盛投资 0 4,944,000 3.07 4,944,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中

信信托成泉汇

涌八期金融投

资集合资金信

3,197,880 3,197,880 1.98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托计划 

王宏 643,700 643,700 0.40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莹 604,905 604,905 0.38 0 无  境内自然人 

马淑文 588,280 588,280 0.3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顾晓东 530,000 530,000 0.33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景庆 442,869 442,869 0.2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Miao女士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汪春俊

为南京瑞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南京开盛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汪春俊先生和 Miao女士为夫妻关系。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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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努力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501.26万元，比 2016年同期

增长 35.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76.55万元，比 2016年同期增长 21.8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核

算 

本公司于 2017年 8月 25日董

事会（或类似机构）会议批准，

自 2017年 1月 1日采用《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

补助》（财会〔2017〕15号）

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 

其他收益 1,360,000.00 元，

增加营业利润 1,360,000.00

元 

区分终止经营损益、持续经

营损益列报 

经本公司管理层批准，自 2017

年 5月 28日采用《企业会计

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及终止经

营》（财会〔2017〕13号）

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 

增加合并利润表持续经营净

利润 83,671,287.44元，增加

合并利润表终止经营净利润

0.00 元；增加母公司利润表

持 续 经 营 净 利 润

74,467,928.83元，增加母公

司利润表终止经营净利润

0.00元。 

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并追溯调整 

本公司自 2017年 1月 1日采

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号）相关

合并利润表调增资产处置收

益本年度-1,054,018.28元，

2016年调整-454,036.59，合

并利润表调减营业外支出本



规定 年度 1,054,018.28 元，2016

年调整 454,036.59 元，母公

司利润表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本年度-1,054,018.28 元，

2016年调整-454,036.59元，

母公司利润表调减营业外支

出本年度 1,054,018.28 元，

2016年调整 454,036.59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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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如下： 

子公司 

 

持股比例(%) 本年 上年 

南京我乐定制家具有限公司 100 合并 合并 

南京优仙美橱家居有限公司 100 合并 合并 

苏州想超家居有限责任公司 100 合并 合并 

南京我乐家居销售有限公司 100 合并  

南京我乐家居销售管理有限公司 100 合并  

宁波我乐家居有限公司 100 合并  

 

备注：南京我乐家居销售有限公司、南京我乐家居销售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我乐家居有限公司系

2017 年度新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