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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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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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公司届时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A股总股本为基数，向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

金股利 12元（含税），不实施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本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需 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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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派家居 60383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耀兴 欧盈盈 

办公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三路366号 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三路366号 

电话 020-36733399 020-36733399 

电子信箱 oppeinir@oppein.com oppeinir@oppei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向本已处在渠道变革和流量重造的家居行业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

在多重考验之下，各领域头部企业突出的决策力和体系执行力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以线上营销、

整装等入口渠道为代表的新兴力量正在变革提速，与此同时，有赖现今通达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和



精准的大数据分析，使得头部企业的营销推广策略能精准地触达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头部企业

的集中度也明显加速提升。 

作为定制家具行业的代表企业，欧派家居积极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坚守稳健经营战略，积极

研发前端到后端全流程信息化系统，控本提效，并持续对终端赋能，更好地发挥定制家具的产品

服务特点，迎合当下主力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所呈现的品牌化、年轻化、健康化、智能化、一站

式等特点，继续引领行业发展新方向。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欧派家居成立于1994年，是国内领先的一站式高品质家居综合服务商。公司主要从事全屋家

居产品的个性化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和室内装饰服务。公司由定制橱柜起步，并从橱

柜向全屋产品延伸，覆盖整体厨房、整体衣柜（全屋定制）、整体卫浴、定制木门系统、金属门窗、

软装、家具配套等整体家居产品。公司致力于为每一个家庭定制独一无二的家，让更多家庭享受

高品质的家居生活体验。 

   

整体厨房 

   

衣柜（全屋定制） 



   

整体卫浴 

   

欧铂尼木门系统 

   

                            欧派大家居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的产品主要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量身定制”是公司业务模式的核心。公司专卖

店的工作人员根据客户的房屋空间布局及尺寸、个性化喜好、功能等按需设计相应解决方案，并

通过公司自主研发的信息化销售系统渲染出效果图，以供客户消费决策；在客户确认好设计方案

后，订单通过信息化系统直接传至公司生产部门，公司根据订单内容组织生产，最终实现定制家

居产品的交付及安装。公司采取纵向一体化的业务模式，覆盖从原料采购、设计开发、生产制造、

品牌建设、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有效控制。 



 

1、采购模式 

（1）公司采购流程及采购环节 

公司对采购流程制定了完备的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实现内部材料规格统一，采购技术质量

标准统一，以形成规模采购的基础；建立总部与基地二级采购模式，提升供应链综合管理成效，

强化采购计划管理，及时有效供货，减少呆滞物料。公司采购的产品主要包括板材、功能五金件

等生产原材料、产品配件，以及厨房电器等家居配套产品。 

从采购环节来看，公司的采购业务可细分为前端业务和后端业务。前端业务由集团供应链管

理中心和采购中心负责，供应链管理中心负责供应商的选择、考核评价和采购价格的管理，实现

各个业务板块同种物料的供应渠道的统一，其中对于年度用量达到一定规模的物料和设备，公司

采用现场招标的方式，向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发出招标邀请，通过现场招标实现优中选优，达到预

期采购目标；采购中心负责对集团物料用量进行分类汇总，统筹各生产基地实施集中采购，充分

发挥采购的规模优势。采购后端业务为具体采购订单的执行及物料验收，主要由各产品制造线属

下的物控部门实施。 

（2）原材料存货安排 

为了加强原材料管理，保障物料连续供应，合理控制库存，规范进出仓流程，维护资产安全

完整，公司制定了原材料存货管理的相关制度。 

依据公司采购执行管理办法，物料管理部门设定安全库存。库存负责人通过数据及库存安排，

分析物料安排到货合理性、有效性，如有异常，及时反馈采购对相关物料项目进行修改，保证各



物料库存量控制在既不使生产“停工待料”又不使物料库存膨胀的最佳状态，确保仓存物料周转

次数达到预定要求。同时加强库存期限管理，各类原材料及物料设置有效储存期，物料发放严格

按照先进先出原则，日常工作中严格按照在库 5S 管理和安全管理规范。在出库管理环节，各生产

车间依据每日生产任务统计用料需求，库存管理部门在收到有效领用凭据后进行物料发料工作。 

2、研发模式 

 

公司在集团层面设置家居产品研发中心，负责协调和统筹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开发管理工作，

同时公司的整体橱柜、整体衣柜、大家居、整体卫浴、定制木门、门窗等各业务板块均设有产品

规划与研发部门。公司各产品研发部门每年根据市场动态、产品销售分析和公司发展需求，编制

年度新产品研发任务、临时性产品研发设计任务及延伸设计任务。研发部门、销售部门、采购部

门、工艺部门、生产部门及质量部门在新材料、新产品效果图及实物样品的评审中各司其职、协

同合作，保障新品以优良的品质和成熟的工艺顺利推向市场。 

公司一直以来坚持原创设计，除了拥有多支高水平设计师团队外，还与国内知名设计工作室、

意大利等顶级设计师达成战略合作联盟。成熟的产品研发管理体系、完善的培训和研发激励机制

使公司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始终处于整体家居行业的领先水平。 

3、生产模式 

 



不同于标准家居产品生产，定制家居企业在生产制造环节普遍存在订单处理难、信息化要求

高、数据量巨大、加工要求精准度高等一系列难点，导致大规模家居定制生产门槛较高。同时随

着数字融合时代的到来，产业链分工更加深入，智能制造成为定制家居行业新的发展方向。 

为顺应现代制造业发展潮流，突破生产瓶颈，着眼欧派制造 2025 大格局，实现信息化建设再

突破，欧派充分吸收 TPS 生产模式，基于定制家居行业特性，围绕产品工程数据流（从产品设计

到投入生产）、生产信息流（从客户需求到生产指令）、生产工艺流（从来料到成品出货）这三个

端到端的过程，并以自主研发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作为纽带，高效打通、集成和融合。以实现设计

与数字化生产制造的打通，全业务链信息化系统集成，生产过程、设备自动化、智能化的融合，

保持欧派制造信息化在家居行业的领先优势。 

4、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以经销商专卖店为主，以大宗业务、直营店和出口为辅的复合销售模式。 

（1）经销商专卖店销售模式  

a.传统经销商模式 

经销商专卖店销售模式是定制家居行业主要的销售模式，它是指生产企业选择和培育认可自

身品牌价值、资金实力雄厚、市场信誉良好且具有丰富市场经验的经销商，与之签订《合作协议

书》，授权其在特定区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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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适时给予经销商人员培训、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帮助、赋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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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整装大家居模式 

 

国内精装、整装业务的持续推进对传统零售渠道客流冲击较为明显。其中，家装公司作为前



置入口，对客流的分流作用较大。为布局整装渠道，拓展客户资源，公司在行业内率先开展整装

渠道拓展，于 2018 年开始试点推进欧派整装大家居商业模式。 

欧派整装大家居是指公司直接选择和各地规模较大、口碑较好的优质家装公司开展合作，充

分利用公司品牌知名度高、产品品类丰富、品类搭配工艺板材一体化等优势，辅以公司成熟的信

息化销售系统，迅速导入装企终端，极大提升终端效率，缩短磨合期，对其进行品牌和产品的同

步赋能。在整个客户服务环节，公司负责产品的生产制造以及营销支持等，家装公司负责提供定

制家居设计安装服务和家装设计落地施工。 

整装业务的拓展有利于公司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扩展客流渠道，抢占市场份额。公司积极落地

整装经销商营销帮扶政策，加快整装渠道开拓及营销终端模式建设步伐。同时，公司通过机制设

计等强化、引导欧派零售经销商与当地家装、整装渠道公司进行业务合作，推动零售和整装经销

商携手激活当地市场的定制家居产品消费，一起努力完成欧派对当地家居市场的销售拓展，提升

欧派品牌整体占有率。 

（2）直营店销售模式  

直营店销售模式是指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在大型卖场、购物中心、临街店面等开设“欧派”、“欧

铂丽”、“欧铂尼”、“铂尼思”系列品牌专卖店销售本公司产品（包括欧派橱柜、欧派衣柜、欧派

卫浴、欧铂尼木门、欧铂丽全屋定制等）的业务模式，目前，公司在广州地区开设直营店。  

（3）大宗业务销售模式  

该业务由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商或工程承包商签订产品供应与安装合同，由公司负责供货，工

程服务商为项目履约实际操作方，负责相关产品的设计、运输、安装和售后等具体业务。公司与

工程服务商签订协议，并监督工程服务商履约项目。 

（4）出口销售模式  

产品出口主要有国外大宗业务销售和国外零售销售两种模式。国外大宗业务销售是指公司自

主参与工程项目洽谈、合同订立和履约；国外零售销售是指公司通过零售渠道或者选择国外经销

商的形式，销售“欧派”系列品牌的整体家居产品。 

5、品牌建设模式 

 公司非常重视欧派家居旗下系列品牌的建设，品牌建设主要通过几个方面：  



（1）品牌规划。基于企业、品牌、行业、消费者的研究，将公司品牌建设提升到企业经营战

略的高度，提出企业品牌中长期发展战略，并以此指导日后的具体品牌营销战术。深度挖掘品牌

核心价值体系，并以其为中心，建立强大的品牌识别体系，给消费者带来强联想。 

（2）品牌宣传。为规范公司品牌宣传，完善品牌管理，促进品牌发展，有效地进行品牌保护，

使品牌价值最大化，公司制定了详细的品牌管理制度，在各类媒体渠道实施的各类公益品牌宣传

广告、硬性广告、软性新闻宣传，并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性赞助活动，组织各类庆典、新闻发布会、

促销推广、招商展览活动等。 

（3）渠道布局和推广。全面推行“10+1”终端经营模式，通过范围覆盖较广的经销门店、统一

整洁的设计装修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展示公司整体形象，提高“欧派”、“欧铂丽”、“欧铂尼”、

“铂尼思”系列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对经销商经营成效、服务质量设有完备的考核、监

督、预警机制，以最大程度保护终端消费者的利益，维护欧派品牌的美誉度，公司的经销商管理

水平始终领先于同行业。 

6、销售物流、仓储模式 

 为规范公司各品类产品的仓储物流流程，公司制定了涵盖仓储、发运、物料信息服务管理的

相关制度，并在制造体系下设置物流中心，负责集团产品物流管理。同时，针对行业运输在途管

理缺失、多次中转造成的运损高企以及错漏串货问题，公司积极探索定制家居产品物流业务新模

式。 

（三）行业情况说明 

   1、行业的周期性 

    定制家具行业市场基数小，在家居行业内市占率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但宏观经济发展周期、

地产销售周期、国民收入及消费者消费理念的变化等，均会对定制家居行业产生一定的周期性影

响。 

    2、行业的季节性 

    定制家具行业具有季节性特点，主要与居民的商品住房购买和商品房的交房时间有关，也与

居民旧房二次装修有关。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大，因此季节性与地域分布也存在

一定的关联性。据公司多年经验来看，下半年度的收入占比较高。其中，东北、西北、新疆、西

藏等地区每年 1 月至 2 月、6 月至 8 月属于淡季，每年 3 月至 5 月、9 月至 12 月属于旺季。华东、



华北、华中、西南、东南、华南等地区每年 6 月至 8 月属于淡季，每年 3 月至 5 月、9 月至次年 1

月属于旺季。 

3、行业布局分散性 

受行业进入门槛较低，需求流量入口分散，消费者定制家具的消费习惯没有充分形成等因素

影响，定制家具行业市场份额较为分散，行业集中程度不高，呈现出“大行业，小企业”的行业

特点。相比欧美、日韩等成熟家具市场，我国定制家具行业龙头市占率及行业集中度拥有巨大的

提升空间。随着定制家具产品的快速升级、迭代，引流套餐产品的充分推广，头部企业对于传统

的中小型定制家具生产企业、现场木工打造等产品形态已经逐步形成了压倒性的品牌、产品优势，

头部企业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中小型企业、手工打制产品加速退出，头部企业市场占有率有望持

续扩大。 

近年来，伴随着家居行业渠道变革的深化以及消费者对定制家具消费意识的觉醒，以公司为

代表的部分头部企业正凭借大规模的非标定制生产能力、布局广泛的渠道实力、强大的品牌影响

力等竞争优势逐步实现市场份额和市占率的稳步增长。 

4、与房地产行业景气度相关 

家具行业属于房地产后周期行业，与房地产行业景气度相关，消费需求主要来自于新房（精

装修、毛坯）和二手房的房屋交易，消费者收楼后、入住前的装修、家居配套需求对于公司各品

类零售业务、整装业务的拉动最为直接。精装修渗透率的逐步提升对公司大宗业务的拉动也最为

明显。公司充分发挥了大宗业务服务体系的突出优势，优选高质量精装配套客户，在严控风险的

背景下承接大宗业务，整体的业务规模领先同行。近 10 年以来商品房交易市场热度不减，每年均

会产生大量商品房二次装修或局部改造（厨、卫空间翻新需求尤为突出）的需求，鉴于二次装修

客户往往具有一定的装修经验，对家装产品质量、品牌具有更高的认知，一站式家居配套的需求

也更为明显，公司作为头部的大家居配套服务提供方，更能够满足这一类群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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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8,843,631,132.18 14,813,874,091.94 27.20 11,120,497,318.33 

营业收入 14,739,690,238.09 13,533,360,200.97 8.91 11,509,386,515.93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62,629,441.88 1,839,448,516.68 12.13 1,571,858,328.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35,193,531.48 1,680,764,778.50 15.14 1,497,014,180.1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925,427,990.33 9,558,915,785.15 24.76 7,560,943,109.8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889,455,693.03 2,156,335,589.18 80.37 2,018,209,398.9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3.47 3.13 10.86 2.6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3.47 3.05 13.77 2.6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9.26 21.66 
减少 2.4个百

分点 
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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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016,777.54 3,535,521,887.45 4,766,073,106.6 5,008,078,466.5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1,525,779.54 590,631,067.48 961,105,670.31 612,418,483.6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24,879,786.82 567,531,637.95 944,409,495.60 548,132,184.75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97,182,767.58 1,361,132,757.38 1,566,298,972.50 1,759,206,7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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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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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良松 115,200,000 403,200,000 67.0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姚良柏 14,736,662 51,578,316 8.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9,729,401 42,803,518 7.12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聚优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724,787 6,724,787 1.12 0 无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新视野灵活

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211,904 4,211,904 0.70 0 无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40,100 3,940,100 0.66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消费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614,488 3,847,044 0.64 0 无 0 其他 

赣州天欧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147,989 2,290,389 0.3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稳健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900,000 1,900,000 0.32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 
-242,981 1,797,779 0.3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姚良松、姚良柏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 1外，公司未知其他

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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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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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泛欧派人员的努力下，公司实现关键经济指标稳健增长。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47.4亿元，同比增长 8.91%，实现净利润 20.6亿元，同比增长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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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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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全部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2020年度，公司新设成立的子公司 3家，自成立之

日起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注销子公司 2 家，在注销之日前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具体情

况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九. 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