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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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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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江淦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黄毅杰声明：保证本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
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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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12,370,038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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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亚 股票代码 00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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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雯姗 陈曼齐、陈蓉

办公地址 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郭村仙宁路
2 号

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郭村仙宁路
2 号

电话 020-87533019 020-87533019
电子信箱 ningji@suofeiya.com.cn ningji@suofeiya.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定位
公司设立于 2003 年 7 月 15 日，最早在中国市场提出“定制衣柜”的概念，以定

制衣柜产品起步，运用信息技术解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和规模化生产的矛盾，
开启和推动了定制家具的产业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经营积累，主营业务已经从衣
柜拓展到书柜、电视柜、橱柜、木门等消费者装修所需的定制家居产品，而且还涵盖
了非定制类的配套家居产品如沙发、床、床垫、茶几、纺织用品等，为消费者的提供
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公司旗下主要品牌为“索菲亚”柜类定制、“司米”定制橱柜、
“索菲亚·华鹤”定制木门以及“易福诺”地板。

图表：公司主要产品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定制柜、橱柜、木门及配套家居产品的设计、生产及销售，“定制”

是公司主要业务模式的核心，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围绕“专业定制”这一业务核心，
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客户满意的方案订单。 订单按照公司智能化生产模式
进行排产，最终由经销商提供安装及售后服务。

目前定制家居的消费理念日益普及， 公司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全屋定制的空
间解决方案， 不断拓宽产品品类， 将满足消费者全屋定制的需求作为既定发展战
略，成为领先的“大家居解决方案提供者”。

1、采购模式
公司以及下属分、子公司所需的原材料均通过公司采购部集中统一采购。 公司

制定了《采购管理制度》、《供应商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供应链中心在合格供应
商范围内进行集中采购、询价比价、竞价招标等，并对采购价格进行跟踪监督。

对于大宗用量的、市场价格存在波动的原材料（如铝材、板材），公司采用储备
定额采购模式，即制定该类原材料的储备定额，物资采购部门在库存原材料低于储
备定额的情况下，直接实施采购；对于常规性的原材料（如五金类、辅助材料、包材
类等），则根据生产需求情况下达采购计划，实施采购。 各销售门店下达的订单经客
服部门确认原材料消耗定额后向供应链反馈，由供应链转换订单分配到生产部门，
根据订单和市场部销售计划编制采购需求下发采购， 采购部门在分析库存余料及
采购周期之后实施采购。

2、生产服务模式
公司在行业内率先倡导并推行信息化、智能化的创新变革。 通过虚拟系统信息

与物理系统的深度融合，智能化工厂从销售前端的设计、报价、下单，再到后端生产
的贴面、开料、封边、打孔、分拣、包装、入库等，整个生产流程全自动无缝贯穿，极大
降低失误率，大大缩短每批板件的生产周期，加快物流运转，实现高度灵活的个性
化、数字化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正在打造一个积极进取的全渠道营销体系，包括经销商渠道、整装渠道、

家装渠道、大宗工程业务、电商新零售渠道和直营专卖店式。
（1）经销商专卖店销售模式
经销商专卖店模式是公司授予符合条件的经销商在特定的区域内， 按照公司

要求开设“索菲亚”定制衣柜专卖店或“司米橱柜”专卖店，建立经公司培训合格的
服务队伍，独家销售公司生产产品的一种销售模式。 专卖店在经营过程中，专业设
计人员以公司专用设计软件（DIYHome），连接公司设计系统大数据，更快地为不同
区域、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设计的全屋家具解决方案。 消费者确认方案或
订单并预付货款后，订单按照公司智能化生产模式进行排产，生产完成后通过公司
物流部统一规划的物流公司发送，由专卖店专业安装人员上门提供优质服务。

经销商专卖店销售模式是当前的主要销售形式。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风俗多
样，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消费习惯各异，公司坚持产业链利益共享原则，采用经
销商投资建设专卖店，由当地人经营以单体城市或特定地域为主的区域市场，充分
利用经销商的经验和社会资源， 快速建设销售渠道， 有利于企业迅速扩大市场份
额，是定制家具行业最佳的经营模式。

①公司对经销商的管理
公司通过营销中心负责经销商专卖店的管理和支持。 主要管理制度包括以下

方面：
a.� 产品经销合同制度
在与意向经销商达成分销意向后，双方签订年度产品经销合同，约定双方的权

利、义务，明确经销商的销售区域和独家经销权，确定年度经销和考核任务。
b.� 店铺选址制度
经销商专卖店的店铺位置选择对公司品牌在当地的形象和产品销售至关重

要。由专业人员对当地情况进行调研、分析。从以下 4 个维度综合评估：主流建材市
场及行业集中度；目标客户群体消费模式；人口密度和增长；选址位置附近竞争水
平。 为店铺选择最合适的位置。

c.� 店面形象维护制度
公司采用全国统一的装潢和设计，以“索菲亚”和“司米橱柜”品牌风格塑造终

端品牌形象。 从店面色调、商品陈列、价格展示等确定店面设计、布局和面积，确保
品牌视觉形象全国统一。

d.� 店面管理制度
经销商专卖店是公司产品和形象最重要的展示窗口， 公司对于店面的更新要

求严格。 定期要求未整店重装的门店进行重新装修， 每年新出的产品必须门店上
样。 让每一位到店客户都能体验到公司最新的产品设计，享受到公司最好的服务。

公司在衣柜独立店，橱柜独立店的基础上，要求经销商拓展门店的类型，包括
衣柜 + 橱柜的融合店，也包括衣柜 + 橱柜 + 木门的大家居店。 让消费者能一站式
购买全屋所需的定制柜类产品，为顾客提供美好体验。

e．经营销售培训支撑
销售终端的员工在店面管理、推广品牌形象和收集顾客意见方面起重要作用。

因此，公司定期为经销商员工提供线上及线下的培训，课程包括产品知识、品牌知
识、销售设计知识等课程，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技能知识为顾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②公司与经销商的主要货款结算模式
目前公司主要采取“经销商下订单、扣款排产、出货”的方式。 经销商如遇资金

临时周转紧张等因素，申请延期付款，须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并经公司批准后，方
可先发货、后收款。

（2）整装新渠道销售模式
公司积极应对行业渠道流量碎片化趋势，随着国内精装房的推进，整装业务的

持续发展，形成了新的柜类产品流量入口。 公司因此开展渠道变革，开拓新赛道，推
行整装渠道销售业务。

公司整装渠道销售是指公司在全国范围挑选实力较强的装企开展合作。 利用
公司柜类定制专家的高品牌知名度，产品品类丰富，质量领先，研发生产一体化的
优势，对装企进行品牌和产品赋能。 在客户服务环节，公司负责提供柜类产品生产
制造、安装以及销售支持。 装企负责提供设计落地施工。 整装渠道的业务让公司获
取客流的入口整体提前。 公司与优质装企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扩大市场份额。

（3）电商新零售销售模式

新零售电商是公司通过互联网引流的重要方式。 公司在天猫、京东、抖音、快手
等主要互联网平台开设网店，然后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获取线上流量，客户根据公
司网店的产品介绍，活动促销等，支付定金，提交房屋资料。 公司根据客人资料的具
体归属，划分到具体各地经销商店面，由经销商对接客户，提供具体的服务，将有意
向的客户转化为公司产品的消费者。

（4）公司直营专卖店销售模式
直营专卖店是公司通过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方式投资成立的直营专卖店。 公

司的直营店战区作为直营店的直接管理部门，负责直营店促销活动的组织安排、人
员培训组织等工作。

直营专卖店的运作与其它专卖店的运作模式一致。
（5）大宗用户业务销售模式
随着房地产领域商品住房精装修的范围不断向衣柜领域延伸， 为大型房地产

精装修项目提供定制衣柜配套的大宗用户业务将成为公司新的销售增长点。
4.完善的全国产能布局（实体工厂）以及贯穿前中后台的信息平台（虚拟工厂）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在中国东南西北中建成了七大制造基地， 完成全国

的工业布局。 与此同时，公司持续不断投入建设信息系统，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贯穿
前中后台的信息平台， 相当于一个虚拟工厂， 全面支撑并指导实体工厂的日常运
作。

（三）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行业发展趋势
1、行业发展状况
（1）行业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分行业），家

具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7117.2 亿元，同比增长 1.5%；公司 2019 年主营业务收入
76.44 亿元，同比增长 5.20%。 公司在家具制造行业的占比自 2011 年的 0.2%稳步提
升至 2019 年的 1.07%。 其中，到 2020 年定制衣柜的规模将达到 1545 亿，定制橱柜
的规模将达到 1557 亿，木门的规模 1870 亿，成品家具 3102 亿，地板 984 亿，卫浴
793 亿（数据来源：中装协，国家统计局）。

（2）定制家具企业虽然增速开始放缓，但在家具市场的份额仍然较小，仍有较
大的增长空间。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居住环境的逐步重视，消费者对家具的个性
化需求日益增加。 定制家具凭借对家居空间的高效利用、充分体现消费者的个性
化消费需要、现代感强、更环保等特点，成为近年来家具消费领域中新的快速增长
点。 以公司为代表的主要定制家具企业近年来营业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显著高于
家具行业整体增长率，但集中度还比较低。 成品家具目前仍占我国家具市场主要
份额，此外在二 - 五线城市还存在手工打制柜子，定制家具在家具市场的份额仍有
较大的增长空间。

2、行业周期性特点
（1）行业季节性：上半年淡季，下半年旺季
定制家具行业的季节性一方面与国内居民的商品住房购买和商品房的交房时

间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国内居民的旧房二次装修或家具购买有关。 从多年的发展
情况看，每年的 2—6 月份属于行业淡季，当年 7 月—次年 1 月份属于行业旺季。

根据公司统计分析，公司上半年完成公司全年销售收入的五分之二，下半年完
成全年销售收入的五分之三。

（2）所处行业与上游行业之间的周期性及关联性
定制家具行业的上游行业为以生产中密度板为主的人造板制造业和五金配件

行业，有周期性中密度板和五金配件在公司的产品成本中占比较大，其原材料价格
周期性波动会对行业产品的毛利率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生产中密度板材
和五金配件的生产企业众多，行业产能增加较快，本行业对其依赖性较小。

3、行业发展趋势
（1）定制家具行业跟房地产行业相关性高，但行业市场基数尚小，发展空间较

大
定制家具行业的下游面向国内购买商品住房和存量房装修翻新的消费者，以

及推出精装修商品住房的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行业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有较强的
周期性，但房地产对家具行业的影响有滞后性，大约 12-24 个月。 定制家具行业跟
交房时间相关性更高。 自 2018 年以来，国家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家居行业
开始受到房地产行业增速放缓的压力。

不过，存量房装修翻新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尤其是在一线重点城市，二手房和
存量房装修翻新比例已经占 40%以上，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由于定制家具行业属
于新兴行业，正在抢占手工定制、装修公司和成品家具的市场份额，定制家具行业
目前市场基数小，发展空间大。

（2）伴随家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品牌定制家具
近年来，家装消费升级态势显现，以 2016-2017 年数据为例，低档装修（2000/m2

以下），下降 5.5%至 56.3%；中档装修（2000-5000 元 /m2）上升 8%至 51.5%。 同时，
龙头定制品牌的营收持续增长， 增速显著高于家具行业整体水平。 消费升级态势
下，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品牌定制家具。（数据来源：平安证券）

（3）O2O（线上到线下）模式普及程度不断提高
市场增速趋缓，终端客流减少，线上营销能力日趋重要，O2O 模式普及程度不

断提高。 受房地产行业调控影响，家居建材市场规模增长趋缓，2013-2018 年复合增
长率仅为 3.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亿欧智库）。 加之精装房政策加速落地，众
多家装公司力包全包整装，家居建材市场客流日益减少。 由于线下门店的引流效果
逐年下降，为了适应消费者的线上消费习惯，定制家具企业纷纷抢滩互联网，采取
线上引流 + 线下实体店转化有机结合的方式。O2O 即 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
下）模式普及程度不断提高。

（4）单一品牌掀起大家居浪潮，中高端消费者更青睐专家品牌
在终端客流压力增大、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为了提升门店坪效，一些原本

从事成品家具、五金、板材、陶瓷、门窗、卫浴、地板、电器等业务的企业，跨品类拓展
业务，延伸品牌，纷纷涉足柜类定制家具，希望做大客单值。 部分家装公司也借助大
家居定制概念，向顾客力推全包整装业务，纷纷掀起大家居浪潮。 但是，各家企业对
全屋定制和大家居的规范和标准不一。 市调发现，大量顾客特别是中高端顾客，更
愿意选择家居建材专业品牌，更关注“定制”品牌的核心品类。 因此，单一品牌涉及
品类过多并不能带来高增长、高回报，反而彰显了专家品牌的价值。

（5）数字化技术在定制家具行业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但各家企业的数字化水平
仍参差不齐

原因是各家企业的自身能力不同、外部资源整合能力不同、团队与组织不同、
企业基因不同。 行业目前处于渠道多元化和流量碎片化状态，而且趋势愈演愈烈，
再加上行业原本特征，例如个性化设计与规模化生产，定制家具企业在客户服务、
产品设计研发、产品生产与交付、物流配送、多渠道营销管理等诸多环节中越来越
需要大规模使用移动互联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等现代化
技术手段，以实现企业经营效率最大化。

鉴于一般定制家具企业由生产成品家具和手工家具转型，且现代化信息技术
的使用需要定制家具企业前期大量的资金投资、对组织流程进行重造、对人才积累
等多个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导致定制家具企业的柔性化制造能力和信息化程度
仍需进一步提高。

（6）借助工业 4.0 智能制造技术实现大规模定制
家具行业正处在定制家具大规模取代传统成品家具和手工打制家具的变革时

期，以个性化、大批量为特点的柔性化制造能力正是实现大规模定制的核心关键。
智能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解决了单件流、零部件不落地的大规模柔性化制造成为
可能，从而大幅提升交付效率和交付品质，这也将变成行业内突出企业长期发展的
护城河。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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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7,686,076,828.85 7,310,892,202.73 5.13% 6,161,444,14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77,432,106.09 959,073,298.42 12.34% 906,770,85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0,918,663.86 916,922,618.07 5.89% 876,349,94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01,235,479.79 1,099,798,631.79 18.32% 1,242,681,584.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8 1.04 13.46% 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8 1.04 13.46% 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4% 20.64% 0.70% 21.9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8,484,011,304.03 7,811,968,729.41 8.60% 7,059,946,92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444,552,991.97 4,832,346,540.60 12.67% 4,471,384,323.0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84,928,496.59 1,957,464,374.41 2,169,164,513.68 2,374,519,44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6,890,474.81 284,052,499.46 328,899,511.78 357,589,62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9,418,775.49 268,892,157.38 289,110,428.72 333,497,302.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8,990,588.03 646,814,767.16 375,355,417.55 698,055,883.1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
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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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3,09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5,645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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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淦钧 境内自
然人 20.50% 187,063,60

0 140,297,700 质押 25,000,000

柯建生 境内自
然人 19.41% 177,124,00

0 132,843,000 质押 25,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4.89% 135,884,30

5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国鑫 3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25% 29,654,427 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索
菲亚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68% 24,420,400 0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
人 1.52% 13,886,367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利
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8% 8,934,323 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
人 0.85% 7,718,62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82% 7,512,4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7% 7,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江淦钧先生、柯建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
控股股东。 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 报告期末进入前 10名的股东中，“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资金”在报告期期初持股未进入公司前 200 名股东名册，公司无法准确获取其在报告期
初（即 2018年 12月 31日）持股数据，基于此情况，公司将其在报告期初持股数量为 0 的
情况作为计算考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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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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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作为家具制造业的细分行业———定制家具行业，受到行业竞争加剧、渠道

流量碎片化愈发明显，增速开始放缓。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全体索菲亚家人团结一心，
努力奋斗，凭借在品牌、销售渠道、柔性化生产制造、以及大数据运营等方面的综合竞争
优势，公司在 2019年度实现了营业收入 76.86 亿元，同比增长 5.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77亿元，比上期增长 12.34%。

在过去的 2019年，公司主要的工作内容如下：
（一）索菲亚柜类定制
1、渠道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正在打造一个积极进取的全渠道营销体系，包括经销商渠道、整装渠

道、家装渠道、大宗工程业务、电商新零售渠道和直营专卖店式。其中，经销商渠道的销售
占比 83.86%，直营专卖店渠道销售占比 3.44%、大宗工程业务渠道占比 12.23%。电商渠道
的统计包含在经销商渠道里面。整装 /家装渠道是 19年新开发的渠道，本年度主要任务
是打造专属产品、制度、流程和合作伙伴开发，还没形成规模销售。

（a）经销商渠道：2019年索菲亚做了全新的渠道管理变革，开始显现成效。 在新的经
销商管理机制的刺激下，经销商的目标更清晰，打法更多更灵活，运营效率得到提升，盈
利能力比前年大有改善，投入力度纷纷加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索菲亚”柜类定
制产品拥有经销商 1500 多位，专卖店达 2501 家（不含 20m2-60m2 的超市店 137 家，大
家居店）, 其中省会城市门店数占比 18%（贡献收入占比 32.4%）， 地级城市门店数占比
28%（贡献收入占比 31.99%），四五线城市门店数占比 54%（贡献收入占比 35.61%）。 截止
至 2019 年底，索菲亚工厂端实现客单价 11,592 元 / 单（不含司米橱柜、木门），同比增长
5.8%；本年度完成经销商优化任务，优化经销商 95位。

（b）大宗工程业务：大宗工程分为自营和经销商经营两种。 自营工程本年度增速为
56%，主要客户是全国前 100强的房地产开发商。

（c）电商渠道：本年度公司加大投入，在各大互联网电商平台及短视频平台全面布
局，打造全方位互联网营销矩阵。 通过品牌力的带动，2019 年度电商引流的客户占比已
从 16%上升到 27%；一线城市的电商客户占比逾 45%。 索菲亚电商渠道的引流成效在行
业名列前茅。

（d）整装 /家装渠道：
利用公司柜类定制专家的高品牌知名度、产品品类丰富、质量领先、环保、研发生产

一体化的优势，2019 年公司在全国范围与实力较强的装企开展合作；针对该渠道，推出
了多个风格多个系列的专供产品，有专属的价格体系，与传统经销商渠道形成区隔，深受
装企的认可。 公司同时推动经销商和当地小型整装 /家装公司 / 设计工作室合作，实现
全渠道营销。

2、品牌升级：
公司把品牌战略升级为：柜类定制专家；品牌主广告语升级为“专业定制柜，就是索

菲亚”，“专注”，“专业”，“专家”三个单词，浓缩了索菲亚品牌的核心价值。 本次品牌升级
把索菲亚的主营业务更直观、务实的传递给消费者，帮助索菲亚与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
凸显优势。在柜类定制专家品牌定位的牵引下，索菲亚将继续以设计引领全球，环保远超
国标的产品核心利益点，为消费者提供设计时尚、安全环保的产品，和卓越优质的服务体
验，让世界的美融入新的生活。

本次的品牌战略升级与公司“大家居”战略是不冲突的。在公司“大家居”的战略框
架下，索菲亚定制柜、司米橱柜和索菲亚?华鹤木门将分别聚焦衣柜、橱柜和木门三大细
分市场同步发力，并将通过终端的渠道融合和营销协同，进一步带动索菲亚大家居战略
走向深化。 公司未来可能还会基于品类扩充的需求去整合其他品牌，大家居的长远目标
不止是要做多品类的大家居，更是要确保每条线都交付给消费者最专业的产品和最专业
的服务。

3、产品和店面：
在产品方面，公司的产品研发具有前瞻性，自 2018 年投入轻奢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2019年多种风格的轻奢产品纷纷登录专卖店，迅速畅销市场。 高端系列产品的热卖再次
证明了公司的品牌实力。 2019年索菲亚新增 10个系列、21个花色、22款门款，同时推出
星隔断、衣帽间系统、墙面系统、灯花系统，全面覆盖多样化的需求和各层次消费群体。

此外，索菲亚坚持以更高的环保标准要求自身，积极在各个方面做出探索和尝试。除
了早早在 2014年初将旗下包括橱柜在内的板式家具所用板材升级为企业标准 E0 级（高
于国家标准），公司 2018年还推出了无甲醛添加康纯板，2 引领行业标准。 2019 年度，在
公司的强力推动下，索菲亚康纯板的客户占比已从 2019 年初的 14%上升到 44%；收入占
比已从年初的 8%上升至 26.2%。 本年度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无甲醛板材最大的使用者，远
远超过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总和。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健康、环保、安全、信赖的居家环境。

2019年度， 公司继续进行店面形象升级， 继续鼓励经销商结合当地市场开大家居
店、商超店、轻奢店，出样产品覆盖公司旗下以柜类定制为核心的各类产品，并积极与其
它品类专家品牌展开合作，推出更多匹配索菲亚柜类定制的家居产品，如木门，沙发，窗
帘和地板等，并提升风格一体化，满足消费者一站式高质量采购的需求。本年度翻新旧店
铺 500家，大家居店铺数增加至 216家，位于行业之首。千平大店能为顾客展示更多的产
品和风格，客户体验得以大大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品牌的实力和龙头地位。

（二）司米定制橱柜
司米橱柜是公司与法国第一大橱柜 Schmidt 品牌 2014 年合资共建的品牌， 产品设

计源自于法国，法国 Schmidt 橱柜畅销全球 24 国，是法国橱柜第一品牌，86 年专注做橱
柜。 5年来，司米橱柜凭借法国的领先设计，欧洲工业 4.0制造品质，已成功跻身中国市场
橱柜品牌第一梯队，在北京等部分大中城市已成为橱柜第二大品牌。 2019年司米橱柜实
现收入 8.79亿，增长 21.99%，尤其的第四季度，实现了超过 36%的增长。 在利润方面，实
现了首年盈利 2,344.05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司米橱柜拥有经销商 833 家（其
中 80%以上都是跟索菲亚重叠的经销商）， 独立的司米专卖店达 845 家（不含在装修店
铺）。

在过去的 2019年，司米橱柜做了以下工作：
1、渠道端：
①传统渠道：推动新区域加盟的同时，通过终端政策推动区域新开分店，与索菲亚同

步完成终端门店布局；持续推进终端门店整改及新品上样，提升终端门店形象及品牌竞
争力；对排名靠后经销商进行定期梳理警示优化，确保终端传统渠道稳健运作。

②家装整装渠道： 通过一城一商／产品专供运营模式助力经销商开拓家装整装市
场，深入终端，与经销商共同探索输出标准的司米家装整装渠道终端运营模式，完成部分
经销商家装渠道布局，初步实现家装整装渠道业绩增量；

③工程渠道：借力索菲亚工程推动橱柜工程渠道开拓，实现工程渠道业绩增长。
2、品牌推广：
作为柜类定制专家品牌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司米橱柜也同步发布了“做橱柜，司

米更专业”的品牌主广告语。 回归法国品牌、产品价值这两大核心：
①通过新品营销及品促活动强化高颜值、高品质、强功能的核心产品力，为终端经销

商提供新武器
②推出 2019 年产品 TVC，并进行社会化创新营销，与超 25 个品牌进行联动，多样

化内容互动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以渗透传播司米强大产品力，同时进一步深化司米的
法国调性与中高端品牌定位

③以品牌曝光及公关口碑为基础，借势索菲亚集团对品牌的投入与资源整合，提高
司米品牌曝光率，增加流量。

3、新品开发及推广：
贯彻消费者对家居产品审美及品质需求升级的原则，投入资源开发更具市场竞争力

的产品，包装推出“设计链接情感”的马赛、里昂、马萨尼、雷迪恩 4款新品，中高端新品上
市成功扭转大部分终端由低价套餐到利润型产品的销售，回归司米产品及品牌价值。 开
发 9套家装渠道专供产品，以高颜值、高品质抢占家装整装市场。同时与老板电器等达成
战略合作，增加摩飞小家电及百货等产品，丰富配套产品线，由整体橱柜向整体厨房进一
步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配套选择。

4、促销活动：
2019年是集团活动整合年，集团统一部署联合组织、资源高效整合打造全国大型促

销活动 11场。司米线上创新方式开创家居行业直播活动，全年组织 32场；同时开展门店
体验营销活动，全年组织 230场样板房体验活动和亲子烘焙体验活动；通过运营社群，精
准锁定潜在客户，线上线下紧密联动，大大提升终端店面接单和扩单能力，实现订单和业
绩双增长。另外，木门也在积极借力索菲亚工程推动木门工程渠道开拓，实现工程渠道业
绩增长。

（三）索菲亚?华鹤定制木门
公司于 2017年 4月合资设立了索菲亚华鹤门业有限公司。2017年 5月，索菲亚华鹤

陆续完成了原木门经销商体系的承接。 2019 年，门业公司进行品牌发布，木门品牌升级
为“索菲亚·华鹤”。本年度实现营收 1.91亿，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索菲亚”木门共有
独立店达 227家（含在装修店面），融入店逾 470 家；经销商逾 560 家（基本上与索菲亚的
经销商重合），“华鹤”木门共有 163家专卖店（含在装修店铺），经销商 150家。此外，在产
品推广中，衣木联动促销等成效显著，制造通过精益生产、优化工艺以及控制编制，在人
工成本控制以及人均效能提升方面均有明显改善。

（四）数字化战略稳步推进
自 2014年以来公司管理层不断推动公司进行数字化转型， 一切以数据为驱动和引

擎的运营方式都是公司的关键目标，以此为背景，公司数字化的战略规划正在被稳步实
施与推进。 以数据为纽带，强大的运算后台为驱动，公司将持续打造一个数字化生态系
统，通过构建集消费者、家居设计师和商家一体的开放式 3D 协同平台，实现消费者需求

和方案库的共享和自动匹配，并整合公司线下营销渠道、社会化设计师和优秀供应商资
源，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家”的一体化产品和服务；未来，公司及旗下子公司在生产智能化
改造、智能物流系统、智能包装线、生产信息系统、工业 4.0 智能工厂五大方向同时发力，
将持续帮助索菲亚实现高效益生产、资源高效利用、提高人均产能的目标，实现“用科技
和创意轻松装好家，让世界的美融入新的生活”的企业使命。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衣柜及其配
件

6,175,501,66
6.98

2,500,316,12
3.18 40.49% 1.90% 3.06% 0.47%

橱柜及其配
件

851,213,968.
95

242,954,207.
86 28.54% 20.14% 22.56% 0.56%

家具家品 429,713,732.
10

68,685,815.5
2 15.98% 28.98% -16.29% -8.65%

木门 187,840,793.
65

29,774,284.3
4 15.85% 18.76% 59.63% 4.06%

其他 129,403.00 -82,876.98 -64.05% -97.87% -106.66% -84.5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

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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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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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

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 2019年 4月 30日和 2019年 9月 19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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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
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
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
更的内容和

原因

审批
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
表中“应收票
据 及 应 收 账
款 ” 拆 分 为
“应 收 票 据 ”
和 “应 收 账
款”列示；“应
付 票 据 及 应
付账款”拆分
为 “应 付 票
据 ”和 “应 付
账款” 列示 ；
比 较 数 据 相
应调整。

董事
会批
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 189,516,265.83 元，本
年年末余额 346,930,383.86 元，“应
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406,573,169.30 元，本年年末余额
693,637,088.53 元；@“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0.00 元，本年年末余额 58,966,647.47
元，“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671,733,695.46 元，本年年末余额
776,174,230.77 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 204,250,792.63 元，本年年末余
额 315,331,058.78 元，“应收账款”上年
年末余额 431,686,431.93 元，本年年末
余额 703,862,953.12 元；@“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 0.00
元，本年年末余额 68,966,647.47 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322,417,283.37 元，本年年末余额
358,673,097.67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 0.00 元，本年年末余
额 58,966,647.47 元，“应付账款”上
年年末余额 671,733,695.46 元，本年
年末余额 736,472,038.79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 0.00 元，本年年末余额
68,966,647.47 元，“应付账款”上年年末
余额 322,417,283.37 元，本年年末余额
318,970,905.69 元。

（2）在利润表
中 投 资 收 益
项下新增“其
中：以摊余成
本 计 量 的 金
融 资 产 终 止
确认收益”项
目。比较数据
不调整。

董事
会批
准

投资收益项下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本期
金额 4,025,475.35 元。

投资收益项下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本期金额元
1,059,822.58 元。

（3）在利润表
中新增“信用
减值损失”项
目。比较数据
不调整

董事
会批
准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金额-
4,285,763.93 元。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金额-
4,380,197.67 元。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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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 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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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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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
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
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 ）”重分类
至“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2）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投资重分类为 “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批
准

其他流动资产：
减少

21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减少

20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增加
21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增加

200,000,000.00

（3）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批
准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减 少
95,863,314.24 元

不涉及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 增 加
95,863,314.24 元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
减 少
33,914,122.60
留存收益 ： 增加
33,914,122.60

（4） 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董事会批
准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减 少
217,637,137.81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减 少
49,9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 增 加
217,637,137.81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 增 加
49,900,000.00

（5）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分类为 “以公允价
值计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金 融 资
产”。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6）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分类为 “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7）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8）将部分 “应收款项 ”重分类至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债务
工具）”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9）对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和 “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债务工具）”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
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
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210,000,000.
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210,000,000.

00
债权投资(含其
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含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债务
工具)

-

债权投资(含其
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

-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权
益工具)

263,600,452.
05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95,863,314.2
4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

167,737,137.
81

以成本计量(权益
工具) 49,9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

49,900,000.0
0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200,000,000.
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200,000,000.
00

债权投资(含
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含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债务
工具)

-

债权投资(含
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权
益工具)

-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

以成本计量(权益
工具)

49,900,000.0
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49,9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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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4 月 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索菲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受让梁颖先生持

有的广州鼎兴建筑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70%股权，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其中索菲
亚认缴 21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梁颖先生认缴 9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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