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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3                证券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19-042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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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兔宝宝 股票代码 00204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俊 朱丹莎 

办公地址 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 588 号 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 588 号 

电话 0572-8405322 0572-8405635 

电子信箱 dehua_ss@dhwooden.com zds@dhwoode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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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22,001,430.65 1,905,453,560.84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975,880.53 190,161,357.98 -3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5,155,156.77 150,981,627.52 -17.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8,642,284.26 145,003,709.13 43.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3 -3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3 -3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5% 9.75% -1.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56,728,691.97 2,985,528,402.17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6,706,970.29 1,657,457,932.63 -6.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67,5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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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60% 

229,344,

885 
0 质押 

181,500,

000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56% 

50,813,0

08 
0 质押 

25,500,0

00 

丁鸿敏 境内自然人 2.62% 
20,325,2

04 

15,243,

903 
  

高阳 境内自然人 2.44% 
18,893,3

11 
0   

大连通和投资有限公司

－通和富享一期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7% 

12,150,3

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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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通和投资有限公

司－通和宏观对冲一期

私募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 

11,400,0

00 
0   

陆利华 境内自然人 0.98% 
7,561,35

6 

5,671,0

17 
  

北京同创金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金鼎投资价

值成长 9 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0% 

6,185,70

0 
0   

陈密 境内自然人 0.70% 
5,430,99

5 

5,430,9

95 
  

#姚国飞 境内自然人 0.61% 
4,705,11

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境内非国有法人股股东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丁鸿敏、及德华集

团的控股子公司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

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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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面对市场环境和行业竞争的压力，公司紧紧围绕“兔宝宝 让家更好”的

企业使命，以渠道建设为重点，以易装业务为抓手，以销售分公司运营为突破口，紧紧围绕

信息化建设、产品研发开发、团队建设、内外部管理开展工作。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19.2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87%（品牌授权费B类收入折算成A类收入后的A、B类收入

合计为38.87亿，比上年同期减少8.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亿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33.75%。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围绕全年经营目标，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具体如下：  

   1、装饰材料事业部 

一是全面落地品牌升级工作，从品牌战略、品牌识别、品牌管理、品牌传播、品牌执行

五方面进行了全新的系统打造，充分展示了兔宝宝品牌实力，全力把兔宝宝打造成为更具影

响力的知名品牌；二是大力推进工装、家装、家具厂等B端渠道业务拓展，上半年公司在全国

范围内已签约独立工程代理商16家，并与多家工装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公司与杭帮装饰

公司、地区性装饰公司、互联网家装公司积极建立合作关系，并加强开拓地方家具企业业务。

三是通过兔宝宝销售分公司努力推动经销商从服务型向销售服务型的全面转型，从“高效服

务赋能、营建服务赋能、产品服务赋能、运营服务赋能、渠道服务赋能、营销服务赋能”六

方面赋予销售公司新的职能定位，促进公司业务的全面发展。四是产品优化升级，公司上半

年推出的“木饰面”与“生态true感”两大系列高品质的兔宝宝家具板材，为市场提供了个

性化家具的高端品质解决方案。五是加强团队建设，招聘专业人才充实团队，通过培养培训

提高团队的专业素养与管理能力，提升团队的整体运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2、健康家居事业部 

围绕定制家居全产业链布局，继续做大做强地板、木门、衣柜、橱柜、儿童家居五大品

类的产销规模，着力提升产品风格定位，增强新品研发能力，优化渠道建设，打造标杆店，

培育优秀设计师团队，提升设计能力，加强供应链管理，加强配套产能建设，为公司由基础

板材供应商向全屋定制服务商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推出5D健康魔方定制以后，不断推出新品，风格多样，设计感十足，现有系列包括简

欧风、简约风、新中式、欧式古典及地中海风等，无论是材料还是设计，均广受消费者的喜

爱。 

3、互联网事业部 

大力推进兔宝宝新零售智慧门店，对线下门店商品生产、销售与服务过程进行升级改造，

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服务进行深度融合。2019年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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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积极推进线下新零售智慧门店建设，消费者可以在线下智慧门店体验商品种类和质量，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更是在快速发展，在不断创造新的消费者体验，让消费者有更多

的购买选择。 

4、新产品研发 

坚持把新产品研发作为企业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一是加强研发平台建设，积

极引进高端人才，把握行业最前沿新技术；二是以市场为导向，产供销研一体化，不断升级

优化现有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三是聚焦高端领域，积极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强化核心竞

争力。  

5、团队培训 

一是进一步加强兔宝宝商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充实培训力量；二是强化对公司各级各

类人才队伍的培训，将业务实践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通过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培训，加快各层

级骨干队伍的成长，加速人才队伍的转型与提升；三是进一步加强对经销商、供应商队伍的

培训力度，提升经销商、供应商的公司化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规定，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进行了重分类，将前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额

326,472,107.91元，其他流动资产50,000,000元，重分类到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并相应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30,769,118.40元,

其他综合收益30,769,118.40元；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

发生损失”模型，并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同时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

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影响2019年1月1日年初未分配利润-526,318.04元，应收帐款坏帐

准备48,007.72元，其他应收款坏帐准备294,219.98元，递延所得税资产52,597.13元，少数

股东权益236，687.47元。 

   2）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0,979,460.27 
应收票据 6,601,544.80 

应收帐款 94,377,915.47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80,704,085.65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280,704,085.65 

   3）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的执

行对本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4）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的执行对本

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兔宝宝（柬埔寨）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 
设立 2019.1.15 10,158,270.00 100.00%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鸿敏      

                                                               2019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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