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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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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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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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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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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太太 60384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秋英 李翔 

电话 020-61960999 020-61960999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石化公路

21号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石化公路

21号 

电子信箱 IR@hotata.com IR@hotat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682,841,646.19 1,630,018,839.42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98,569,445.47 1,286,573,151.45 0.9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372,321.68 55,576,269.80 -65.14 

营业收入 576,539,594.09 570,467,749.68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2,244,336.17 110,986,185.67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5,580,730.59 85,618,916.30 11.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36 9.70 减少1.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28 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28 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413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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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沈汉标 境内自

然人 

54.21 217,395,000 217,395,000 无   

王妙玉 境内自

然人 

28.05 112,500,000 112,500,000 无   

侯鹏德 境内自

然人 

5.61 22,500,000 0 无   

广州市智享家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90 7,605,000 0 无   

杨纲 境内自

然人 

0.32 1,287,300 0 未知   

张振怡 境内自

然人 

0.30 1,220,800 0 未知   

张丹 境内自

然人 

0.18 735,666 0 未知   

李蓉 境内自

然人 

0.16 638,5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信瑞丰健康生活主

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4 552,800 0 未知   



交通银行－金鹰中小盘精

选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0 410,08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沈汉标与王妙玉为夫妻关系，是公司共同控制人，系

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面对经济下行及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引致

的家居市场消费疲软的外部环境，公司全体成员严格遵循年初各项经营管理方案的核心思想，积

极拼搏，充分发挥公司核心竞争优势，依托智能晾衣机、智能锁作为拳头产品持续推进全屋智能

家居发展，其中涵括智能晾晒、智能安防、智能照明、智能交互、智能健康等全场景覆盖，借助

AI 技术打造家居场景深度融合的智能生态环境。具体如下： 

（一）品牌建设与推广 

重点通过以下活动，巩固好太太行业第一品牌地位： 

1、通过好太太换购季活动，形成好太太特色品牌活动，不分品牌，以旧换新，倡导智慧家居

的生活方式，扩大公司“追求品质生活”的品牌影响力。 

2、冠名第二届金企鹅美居空间创意设计大赛，打造“交换空间·唤醒阳台”的家居新潮流，

通过六场线下活动和腾讯大粤网线上资源传播扩散，有效提高好太太品牌以及智能晾衣机产品的

认知和好感。 

3、举办第五届中华晒衣节，积极弘扬智能化晾晒理念，用国货致敬世界，利用明星效应及互

联网直播新场景体验，树立好太太引领智能晾晒的品牌地位。 

4、启动多形式、多渠道、深层次的品牌推广，如百度营销推广、建材渠道营销推广(如土巴

兔、一兜糖等)以及时尚人群引流（如投放推广在什么值得买、小红书等平台），大大提升品牌的

曝光率。 

公司以打造科徕尼为智能家居领先品牌为目标，快速培育及拓展科徕尼旗下 AI 智能锁产品： 

1、科徕尼品牌与中国高铁强强联合，重磅投放高铁灯箱广告，覆盖北上广深等省会城市，从

沿海到内陆地区，全面提升科徕尼品牌影响力。 



2、“科徕尼”聚焦智能家居产品研究，坚持“两纵一横”产品策略，通过智能晾衣机及智能

锁两大“纵”向拳头品类，以“横”跨智能晾衣架、智能门锁、电动窗帘、智能灯光、智能猫眼

及智能感应器等多品类一体化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打造家居场景深度融合的智能生态环境。 

3、发起“科徕尼 0 元试用活动”，送 AI 到家，让广大消费者体验智能产品给生活带来的便捷

与安全。 

（二）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 

1、报告期内，公司重视技术积累，累计有效专利 429 项，新申请数量 99 项，其中发明 29

项，实用 42项，外观 27项，软件著作权 1 项。 

2、“好太太”品牌继续深耕智能晾晒板块，在技术创新取得了新突破，持续对晾衣机动力系

统、控制系统以及各项功能模块进行开发和优化，如 D1 直流电机模块，结构简单、性能稳定以

及超薄的设计。报告期内，公司更获得各级权威机构一致认可，认定为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好太

太“181 系列”高端智能晾衣机荣获优秀工业设计复评入围奖。 

3、“科徕尼”品牌以家居多产品智联为发展方向，聚焦用户痛点，加强创新技术的应用，持

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如一握开直板锁平台、主动防御技术、地磁检测技术以及科徕尼智联 APP

开发、升级等。 

4、加速全屋智能家居项目落地，打造爆品级产品，形成整体解决方案，基于科徕尼 IoT 智能

云、边缘智能网关、智能终端+智能交互构建全屋智能平台与产品体系，完成五大智能云平台的构

建，SAAS 语音服务云平台、SAAS 视频服务云平台、SAAS 用户服务云平台、大数据服务云平台、

第三方对接服务云平台并致力于持续提升用户体验。 

（三）销售运营建设 

1、推动经销商转型升级，提升经销商公司化运营、零售能力，优化经销商质量，加强经销商

销售网络建设，持续深化一、二线城市网点布局，加大三、四线城市渠道下沉力度。 

2、大力推动终端零售转型，促进零售和渠道批发相辅相成共同发力，充分实现终端活动常态

化、门店管理标准化，同时积极开展动销活动、小区推广、微信爆品等多形式营销活动，认真落

实新零售改革的工作。 

3、推进经销商双品牌运作，依托好太太集团独有的网点渠道优势并积极挖掘综合实力强大的

合作伙伴，加速推动科徕尼品牌的布局，加快科徕尼智能锁的铺样工作。 

4、电商营销渠道整合优化各项优势资源，抢占流量入口，深入推进新零售模式，开展门店新

零售的培训工作，促进线下门店服务于支持与线上零售的融合。 

5、快速拓展工程渠道，取得显著成效，如与恒大、富力、碧桂园、绿地、中海等知名房地产

商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6、积极探寻异业合作模式，分别与华为、阿里、海尔、京东、尚品宅配等一系列知名企业通

过深度订制产品等合作模式，形成联动机制。 

（四）信息技术和流程体系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顺应智能家居发展趋势，坚持战略引领、创新驱动，着力以信息化驱动管理

精益化，积极探索和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1、实现 SAP系统、SRM 系统、条形码系统等系统优化；  

2、实现 PLM系统第一阶段上线，通过专业 PLM系统，实现研发设计图文档管理、变更管理，

设计软件及 SAP 等系统集成； 

3、大营销 CRM 系统选型及实施，报告期内，完成需求调研、蓝图设计，处于系统开发及同步

测试阶段； 

4、呼叫中心及统一座席选型、实施，建立售后知识库、处理工单，配件单独统一管理等。报

告期内，完成需求调研、蓝图设计，处于系统开发及与 CRM 同步测试阶段。 

（五）人力资源建设 



1、报告期内，人力资源主要支撑公司战略落地，为集团持续保持晾晒寡头地位，助推突破智

能锁新业务，构建“五大人才策略、三大资源支持、一大管理基石、一个文化牵引”，全面打造人

才价值链，提升服务满意度。 

2、通过战略解码，绩效指标从上至下的分解，搭建战略性绩效体系，构建绩效沟通反馈机制，

创造高绩效文化，推动公司战略目标达成。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