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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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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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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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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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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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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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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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1、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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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31号），公司所从事的行业为制造业中的家具制造业中



的集成创新行业-整体家居行业。 

2、公司所处行业为家具行业，2018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变化及渠道结构调整，家具行业

整体增长承压。家具行业具备较强的线下体验式消费特性，终端门店是重要的空间展示场所并承

担成交环节的职能。受新冠疫情在全国部分区域及城市反复的影响，家具企业经营环境及市场状

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终端零售渠道承压，防疫政策影响下家具卖场及终端网点存在暂时关闭

的情况，安装服务人员无法上门进行交付安装环节，进而导致近两年家具制造业营业收入整体增

长承受一定压力。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部分家具积压的消费需求延迟释放，线下卖场门店恢

复正常营业，家具行业零售市场表现逐渐回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末家具制

造业全年营业收入规模为8004.6亿元，同比2020年增长16.42%。 

3、公司所处的细分领域为定制家具行业，具体品类可划分为定制橱柜、定制衣柜（全屋定制）、

定制木门、定制卫浴柜等。随着消费者对个性化定制产品偏好的提升，对居住空间收纳功能需求

的提高及对整体风格统一并呈现“高颜值”需求的增强，定制家具应用的领域从厨房空间向卧室、

客厅、阳台、卫生间、护墙板等空间扩张，细分品类渗透率也随着消费者使用比例的增加而实现

提升。定制家具能更好地从消费者需求角度出发，满足家装消费者对于产品功能、外观、储藏的

复合型需求，成熟的定制橱柜、处在成长期的定制衣柜（全屋定制）等各个品类各自焕发不同的

活力。 

（二）行业特点 

1、周期性 

定制家具属于可选消费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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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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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布局分散性 

定制家具行业的市场格局整体相对分散，根据券商及行业内数据估算，CR5约为15%左右。头



部企业市场份额虽然在逐步提升，但相比家电等成熟行业仍然相对较低，经销商的区域分散化、

行业进入及退出门槛低、长尾市场需求持续存在、流量碎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等多方面原因延缓

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进程，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 

（1）经销商的区域分散化 

定制家具行业的零售渠道布局主要依托经销商，经销商具备较强的区域特性，经营区域以单

个城市进行划分，能够以公司化运营的大商数量较少，且占总体比例低，大部分经销商以个体经

营为主，因此在单个城市的市占率相对较低，由此带来定制家具企业的整体占比较低，经销商渠

道特性决定了定制家具零售渠道呈现高度分散特点。 

（2）行业进入及退出门槛低 

定制家具行业在生产制造环节、信息化系统等方面逐渐形成标准模式，生产设备采购成本相

对可以承担，前期固定资产投入有限，中小企业可以依托成熟的供应链体系进行产能建设，因此

行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若经营不善，终端门店关停等沉默成本相对容易接受，因此行业退出门

槛也相对较低。上述原因对中小企业的出清并非不可逆，行业的整合进程延缓。 

（3）流量碎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目前需求流量入口进一步分散，精装、拎包入住、整装等多渠道与传统零售渠道并行发展，

由此也影响市场集中度的提升。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情况 

定制家具行业从2011年起陆续有公司登陆资本市场，并逐渐受到广泛关注。从营业收入及净

利润整体规模以及细分品类的规模对比来看，公司位列同行业领军地位，从产品研发创新、营销

思路拓展、渠道挖掘扩容等多个方面引领同行，率先跑出相对成熟可行性的商业模式，为消费者

的美好家居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公司作为全球定制橱柜领军企业，在高基数的情况下实现中

高速增长，行业龙头地位不断夯实，营收规模、终端品牌影响力及触达消费者的渠道布局远超全

球同行业公司。随着公司定制衣柜（全屋定制）产品及配套品的持续发展，营收规模排名跃升行

业龙头，“欧派”品牌影响力在各个品类之间进行持续强化，竞争优势持续凸显。 

根据定制家居板块9家上市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统计，公司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144亿元，占上述定制家居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之和的38%；公司2021年1-9月实现归母净利润21



亿元，占定制家居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之和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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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橱柜 

      

定制衣柜（全屋定制） 

   

欧派大家居 



       

欧铂尼木门系统 

       

全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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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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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92,733,365.23 18,843,631,132.18 24.14 14,813,874,091.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408,790,729.40 11,925,427,990.33 20.82 9,558,915,785.15 

营业收入 20,441,604,591.50 14,739,690,238.09 38.68 13,533,360,200.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65,588,441.38 2,062,629,441.88 29.23 1,839,448,516.6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10,354,529.21 1,935,193,531.48 29.72 1,680,764,778.5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45,966,670.39 3,889,455,693.03 4.02 2,156,335,589.1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0.14 19.26 

增加0.88个百

分点 
21.6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4.40 3.47 26.80 3.1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4.40 3.47 26.80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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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9,581,634.23 4,900,597,895.15 6,201,714,811.79 6,039,710,250.3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3,679,660.84 768,684,844.06 1,101,090,775.24 552,133,161.2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08,500,319.57 736,820,924.27 1,068,288,791.28 496,744,4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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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4,464,630.40 2,116,194,905.57 1,043,339,592.65 1,110,896,8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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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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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姚良松 0 403,200,000 66.1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姚良柏 0 51,578,316 8.47 0 质押 8,600,000 
境内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263,235 44,066,753 7.23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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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0,677 9,057,721 1.49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

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4,350,000 5,500,000 0.90 0 无 0 其他 

法国巴黎银行－自有

资金 
4,328,812 4,328,864 0.71 0 无 0 

境外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

组合 
2,620,000 3,900,000 0.64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高质量严
2,356,505 2,356,505 0.39 0 无 0 其他 



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

组合 
1,256,822 2,327,127 0.38 0 无 0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

零五组合 
2,300,000 2,300,000 0.38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姚良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姚良

柏为姚良松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姚良松及姚良柏构成关联

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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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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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204.42亿元，同比增长 38.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6

亿元，同比增长 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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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