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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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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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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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

税）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21,360,000 股，以此计算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55,340,000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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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天家居 60321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静滨 蒋丽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长江路

88号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

道长江路88号 

电话 0573-84721158 0573-84721158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mengtian.com zhengquanbu@mengtia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分类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公司所从事的行业为家具制造业（C21）中的木

质家具制造业（C211）；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

所从事的行业为制造业中的家具制造业（C21）。 

（二）行业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1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统计，2021 年全国家具制造

业收入 8,004.6 亿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居家环境的重视，消费者对家具的个性化需求

日益增加，定制家具在满足客户从外观设计、功能多样、环保健康等方面都独具优势，近年成为

家具制造业的重要增长点；随着国家棚改化的进一步深化，居民改善型置业及旧房改造等需求的

增加，定制家具行业的发展前景良好。 

（三）公司所在行业主要特点 

1、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 

定制家居行业的生产模式为以客户为中心，按客户要求的尺寸、颜色、材质进行定制化生产。 

销售模式采取经销与直营相结合的模式。经销采取经销商专卖店模式；直营模式分为直营店、

家装公司和大宗工程客户销售模式。 

定制家居行业主要以经销商的零售模式为主，随着新兴渠道的崛起，家装公司整装模式以及大

宗工程业务模式发展较快。 

经销模式指生产企业将自己所拥有的品牌、商标等授予经销商使用，并提供经销商人员培训、

经营管理等帮助，由经销商设立专卖店销售企业生产的产品，并由经销商自行承担经营风险。采

用经销商专卖店模式，有利于企业充分借助经销商的经验和社会资源，快速建设销售渠道，迅速

扩大市场份额。 

2、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1）行业周期性 

定制家居行业主要与国民经济收入水平、宏观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房地产行业景气度等相关，

一定程度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影响。目前，定制家居特别是定制整体家居正处于快速发展

的阶段。 

（2）行业区域性 

从消费端看，定制家居行业没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关度较高，



因此，呈现出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消费额较高的情形。 

从制造端看，定制家居制造业产业集群效应较为明显，主要集中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具

有一定区域性。上述两个地区，相应的配套设施齐备，上下游产业链完整，供应商资源丰富，物

流体系发达，区域内家具企业众多，且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3）行业季节性 

定制家居行业的季节性主要与居民的商品住房购买和交房时间有关，也与居民存量房的一次

或二次装修有关。同时，受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意愿影响较大，每年“金九银十”商家优惠

幅度大，是行业销售的高峰期。从每年的 9 月至次年 1 月前，是国内消费者家庭装修的高峰期；

另外，人们习惯于春节过后安排装修事宜，夏季由于气候的原因为装修淡季。因此，自第二季度

起，特别是在第四季度，家具的销售量较大，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详见本节“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一）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

品及其设立以来的变化情况”。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1）遵循“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采购原则 

公司材料采购遵循“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其中，对主要原辅材料，集中在采协中心

进行采购；对使用量较少的零星物料，由各制造中心自行按需采购； 

（2）原辅材料的分类采购管理 

公司根据对产成品质量的影响程度，将原辅材料进行分类管理； 

（3）实行供应商资格管理制度 

公司对供应商进行资格筛选、原材料试用、评审后，最终进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公司每年从

价格、质量、交期、服务等多方面，对供应商进行业绩评价和管理，适当删除或增补。 

（4）实行“安全库存+部分零库存”库存管理 

采协中心根据生产制造 PMC 部的要求，实行原材料“安全库存+部分零库存”的原则，制定

采购计划，比质比价后进行批量采购。其中，线条、水性漆等大宗原材料实行零库存采购，即供

应商管理库存（VMI），供应商根据公司指令将原材料运送至场地，经检验后，与公司所有其他存

货分开堆放；公司根据生产需要向代管仓库领用材料，并每月定期就领用数量与供应商对账结算。 

对主要原材料，公司一般签订年度采购框架合同，锁定供应价格；根据季度预测计划、月度

采购计划，按需采购，保证原材料充分供应。 

2、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非标准化销售订单来组织生产，定制化、个性化为公司生产模式的核心。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分为经销商模式、家装公司模式、大宗工程业务模式。 

（1）经销商模式 

经销商模式是定制家居行业及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指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合作协议》，

将“梦天”品牌、商标等授予其使用；由经销商在授权区域内自行设立专卖店销售，根据终端客

户个性化定制需求，向公司下单采购，并由其自行承担经营风险；而公司对经销商实施人员培训、

经营管理以及业绩考核等。经销商专卖店模式的优点是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经销商的经验和社会资

源，快速建设销售渠道及网络，细化市场终端营销，并形成高度符合当地市场环境的营销推广策

略，有利于企业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2）家装公司模式 

该销售模式为面对大型、小型家装公司（又称大 B、小 B）客户的销售。大 B 一般是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互联网装修平台、装修公司，如金螳螂等，其能够对接到一定基数的终端客户群体，

公司一般会给大 B 一定账期；小 B 则一般是业务量相对零散的小型装修公司、项目经理、设计师，

公司采取全额预收款的政策。 

（3）大宗工程业务模式 

大宗工程业务模式主要指与房地产开发商和精装修工程公司发生的业务模式，其出货量大，

产品具有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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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4,745,025.80 1,324,687,837.74 70.96 1,117,775,260.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83,081,168.82 599,954,492.53 163.87 462,188,403.25 

营业收入 1,519,894,600.57 1,226,754,525.87 23.90 1,348,052,343.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2,995,282.13 170,966,089.28 7.04 187,896,723.3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9,443,856.89 162,348,500.66 10.53 176,497,010.84 

经营活动产生 264,222,589.53 295,866,992.86 -10.70 226,034,953.08 



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7.86 32.53 减少4.67个百分

点 

51.0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0 1.03 6.80 1.1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10 1.03 6.8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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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173,427.46 319,203,334.87 423,486,321.28 558,031,51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688,216.14 36,011,120.33 51,847,836.96 77,448,10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7,294,015.82 35,175,398.77 51,149,393.34 75,825,048.9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4,631,606.13 136,334,160.31 131,346,277.9 151,173,7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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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0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433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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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梦天控股 0 124,500,000 56.24 124,50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梦家投资 0 16,600,000 7.50 16,600,000 无 0 其他 

范小珍 0 13,280,000 6.00 13,28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梦悦投资） 0 8,300,000 3.75 8,300,000 无 0 其他 

余静滨 0 3,320,000 1.50 3,32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姚志超 643,086 643,086 0.2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聂小强 270,700 270,700 0.1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杨龙英 260,354 260,354 0.1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韩强 257,700 257,700 0.1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周国华 236,800 236,800 0.1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余静渊先生与范小珍女士系夫妻关系；余静滨先生与余静

渊先生系兄弟关系。2、余静渊先生与余静滨先生分别持有浙

江梦天控股有限公司 60%、20%的股权。3、余静渊先生是嘉兴

梦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余静

渊先生与范小珍女士分别持有嘉兴梦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90%、10%的份额。4、余静渊先生是嘉兴梦悦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余

静渊先生、余静滨先生和范小珍女士分别持有嘉兴梦悦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5.00%、10.00%、5.00%的份额。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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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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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梦天员工的努力下，公司实现关键指标稳健增长。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51,989.4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9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299.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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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