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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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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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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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邦吊顶 股票代码 0027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伟江 张虓虎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金范路 8 号 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金范路 8 号 

电话 0573-86790032 0573-86790032 

电子信箱 zhejiangyoubang@163.com zhejiangyoubang@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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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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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970,432.36 355,897,354.31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228,088.85 52,862,656.26 -3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348,307.04 35,497,329.75 -4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20,609.85 -47,678,758.89 9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40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40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 4.64% -1.9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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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1,681,375,350.92 1,528,066,276.58 1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4,524,867.74 1,188,586,344.69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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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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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沈祥 境内自然人 35.83% 47,096,691 35,322,517   

骆莲琴 境内自然人 29.72% 39,065,640 29,299,229 质押 7,500,000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0% 8,800,593  质押 8,700,000 

董敏 境内自然人 1.26% 1,662,000    

王忠 境内自然人 0.76% 1,003,000    

任加林 境内自然人 0.57% 750,087    

梁晓工 境内自然人 0.50% 653,700    

施秋丽 境内自然人 0.43% 563,574    

黄文忠 境内自然人 0.28% 362,7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7% 360,4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时沈祥、骆莲琴为配偶关系，骆莲琴持有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 5%股权

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董敏通过信用证券账户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62,000 股，王忠通过信用证券

账户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3,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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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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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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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度，受房地产调控、各地精装房及全屋整装快速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承受了较大

的挑战。面对市场环境和行业竞争加剧的压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紧紧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依靠研发设计、品牌、销售

网络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加大对功能背景墙业务的资源投入，积极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抓住地产精装房快速发展的

机遇，大力发展工程大宗业务，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4,970,432.36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228,088.85元。报告期内，公司主

要工作情况如下： 

（1）优化完善零售渠道。公司基于对产品结构的调整，对零售渠道销售管理团队的职责分工、人员素质进行重点优化

完善，搭建适应公司现行战略目标的销售管理平台。同时，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打造核心城市的终端门店样板，积极贯彻公

司渠道下沉和全品类推广的销售策略。报告期内，公司进驻空白城市59个，新增销售网点166家，累计销售网点1557家。 

（2）稳步拓展工程渠道。面对房地产行业集中度和精装房比例不断提升的趋势，公司积极与房地产及家装行业龙头企

业开展广泛、深入的战略合作关系。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与恒大、万科、保利、绿地、华润、中南等国内优秀的地产公司，

与爱空间、土巴兔、圣都装饰、有住网、业之峰等业内优秀的家装公司均已开展业务合作。 

（3）提升产品研发效率。公司确立了以家居空间吊顶与墙面整体解决方案为重心的开发方向，加大全品类产品的研发

设计力度。报告期内，公司以用户功能需求为核心出发点，推出“十秒速热暖空调”、“儿童擦擦墙”、“卫浴防水保温墙”等一

系列既解决用户痛点，同时又兼顾用户审美的新产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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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 2017 年度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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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规

定，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上述会计准则，并按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变更。根据准则规定，对于施行日

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

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

会对本公司财务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 2019 年 4 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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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启用修订后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

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涉及调整以前期间数据，不调整比较期间报表，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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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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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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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减资方式退出控股子公司优选电器。据此，本年合并范围较上年减少优选电器、优牌电器（优选电器全资子公司）两家子

公司。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时沈祥 

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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