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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8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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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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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帝股份 股票代码 0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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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刚 王钊召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 

电话 0760-22839177 0760-22839622 

电子信箱 wug@vatti.com.cn wangzz@vatt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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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7,604,194.70 2,077,027,668.74 3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5,795,875.95 154,492,541.72 5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8,881,512.29 147,119,040.68 55.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700,324.86 276,919,070.89 -64.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7 51.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27 51.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1% 9.78%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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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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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6,412,073.13 3,593,298,595.69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65,434,078.71 1,736,351,119.06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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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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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奋进股

权投资普通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6% 80,640,000  质押 43,968,000 

潘叶江 境内自然人 9.96% 57,948,157 43,461,117 质押 12,060,0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富国低碳环保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4.98% 28,958,889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成

长焦点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35% 19,503,012    

米林县联动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4% 19,458,870    

杨建辉 境内自然人 2.59% 15,051,825 11,288,868 质押 6,4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新兴

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6% 13,125,516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嘉实研究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63% 9,453,661    

潘权枝 境内自然人 1.43% 8,345,54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民

营活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3% 8,323,5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潘叶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且持有奋进投资的财产份额，为

奋进投资的执行合伙人。另外，潘权枝先生是潘叶江先生的父亲。除前述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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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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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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华帝突破性增长之年，为全面落实 “三年100亿，五年做第一”的战略目标，通过对战略的深

度研究，确定了成为全球高端品质厨房空间的引领者的愿景目标，实施多元化、品牌升级、国际化以及用

户+的战略方针。 

2017年上半年，公司在整体战略框架下，紧密围绕年度目标任务，继续夯实基础管理工作，助力重点

盈利产品市场份额的稳步拓展，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707,604,194.70元，同比增长30.36%，其中母公司

实现销售收入2,202,989,834.65元，同比增长35.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5,795,875.95元，

同比增长52.63%，从单价上升情况来看，公司产品单价提升幅度居行业榜首，从而印证公司的品牌升级战

略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1）升级多元化品牌营销模式，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华帝持续围绕“高端智能厨电”的品牌定位，全力打造品牌的时尚化，科技化以及国际化形

象。除了在传统媒体上实现最大化曝光，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上，与今日头条、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平

台开展合作，并围绕《欢乐颂2》、《军师联盟》、《楚乔传》等热门IP进行品牌植入，树立华帝品牌在目

标用户群以及年轻用户群体中的时尚化、国际化及高端化的品牌印记。 

（2）持续构建多层次的市场渠道体系，深挖渠道优势，加大渠道资产沉淀，稳步推进公司转型升级战

略 

2017年，公司实施旗舰店、标准专卖店、品牌专营店等多渠道、全方位、集中性的渠道升级战略，充

分释放华帝多年市场渠道的品牌优势。传统渠道上，一方面，整合部分盈利能力较弱的专卖店和专柜店，

全面优化升级现有标准专卖店，提高单店产出。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开拓三、四线城市市场，继续进行渠

道下沉。公司同时发力KA渠道资产投入。工程渠道方面，报告期内，成功签约了保利、绿地等战略客户，

以及土巴兔、峰智等互联网家装渠道平台。电商渠道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同比增

长31.77%。 

（3）推动战略供应商改革，从源头提升产品工艺、品质，实现降本增效 

为实现低成本、高质量、柔性生产、快速反应，报告期内，华帝和百得联合启动战略供应商改革，形

成了一套全面、完整、科学的集团战略供应商评价管理体系，确保产品供应的品质、及时性和配合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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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打破采购成本价格居高不下的僵局。 

（4）加大产品研发，提升工艺，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产品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以“大产品”为理念，以产品为抓手，优化整体的产品开发流程，强化项目的有效管理，

沉淀研发技术，有效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 

（5）优化布局，提升制造水平，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制定了布局优化、自动化、模具的可制造性评估等方面的措施来推动制造升级，提升制造

工艺水平；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升级。 

（6）提高售后服务管理能力，推进服务产品化 

公司正逐步推出延保、清洗、保养等多元化的市场服务。凭借优质的服务质量，荣获2012-2017中国家

电服务业金鼎奖“优质服务好口碑大拇指奖”和“优秀企业奖”两项大奖，并成为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

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理事单位。 

（7）组织创新，重塑培养机制，实现公司和员工的互利互赢 

组织创新方面，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注重效率，灵活运作，逐步推行事业部模式，车间、模具部

实行独立核算，自计盈亏。既是受公司控制的利润中心，又是产品和市场的责任单位，对产品设计、生产

制造及销售活动负有统一的组织管理职能。 

人才建设方面，重塑培养机制，帮助员工成长。通过绩效改革、薪酬体系改革和职位职级体系的搭建，

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公司和员工的互利共赢。 

（8）百得品牌持续增长，橱柜业务培育发展 

2017年上半年，百得在三四线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调整架构流程，健全绩效考核机制，提升品牌

策略，大力拓展市场，在三四级厨电市场实现高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583,280,823.32元，同比增长37.81%。

其中，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8%，远超中国上半年出口15%的平均增速，品类出口销量行业居前。 

报告期内，华帝集成厨房完善三大生产线的改造升级，提升整改工序效率，开发一批新的主材物料，

优化缩减产品线，降低损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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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2017

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

自2017年6月12日起实施。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

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及损失的，计入递

延收益，待成本或损失实际发生时转入营业外收入，

用于补偿已经发生的成本及损失的，计入营业外收

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

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对

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营业外收入。 

 

②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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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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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中山炫能燃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华帝集成厨房有限公司、

广东德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粤迪厨卫有限公司、中山华帝南京厨卫有限公司、上海粤华厨卫有限公

司、中山市正盟厨卫电器有限公司、中山华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9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减少子公司沈阳粤华厨卫有限公司和中山市华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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