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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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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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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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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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喜临门

变更前股票简称

603008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4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2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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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证券事务代表

张毅

朱圆圆

办公地址

董事会办公室

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575-85159531

0575-85159531

xilinmen@chinabed.com

xilinmen@chinabed.com

电子信箱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华易投资－中信建投证券－16
华易可交债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营业务
喜临门专注于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床垫为核心产品的高品质软体家具，始终坚持致力于人类健康
睡眠，以“
保护脊椎” 为产品使命，倾力为消费者打造绿色、智能、舒适、健康的睡眠体验。公司的主要产品包
括床垫、床、沙发及其他配套家具产品。
目前，公司形成了以“喜临门” 品牌为核心的多层次品牌体系，旗下拥有 “净眠” 、“云眠” 、“法诗
曼” 、“
爱尔娜” 、“
布拉诺” 、“
可尚” 、“
爱倍” 、“
城市爱情” 等产品系列， 以及意大利沙发品牌 “
Chateau
M&D Milano&design” 、“
M&D Casaitalia” ，丰富的品牌系列可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个性需求。
d'Ax” 、“
此外，公司也从事电视剧作品的投资、制作、发行、运营及衍生业务。
（二）经营模式
1、家具业务经营模式

期末持股数量

12,100,000

比例(%)

88,360,000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2.38

股份
状态
0

股东
性质

数量

无

0

其他

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12,100,000

84,778,874

21.47

60,638,874

质押

83,238,874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7,364,993

17,364,993

4.4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周伟成

305,000

12,963,690

3.28

0

质押

12,658,690

境内自
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4,103,034

8,495,968

2.15

0

无

0

其他

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079,464

8,079,464

2.05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0

7,218,913

1.83

7,218,913

无

0

其他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4,575,266

6,552,900

1.66

0

无

0

其他

沈冬良

0

6,225,000

1.58

1,2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陈阿裕

0

4,228,125

1.07

0

质押

4,228,125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阿裕为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和华易投资-中信建投证券-16华易可交债担保及信托
财产专户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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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董事陈阿裕、沈冬良、杨刚、陈彬、陈一铖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15、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周伟成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本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7、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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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4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岳诚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本
次会议通过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8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
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8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8,
267,306.36元，根据《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了加强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薪酬管理，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经研究决定，现
制定了2019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1）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以线下专卖店、线上销售和大宗业务为主要渠道的销售模式。
随着“
喜临门” 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以及对经销商的选择和培育体系日渐成熟，公司线下专卖店渠道得
到快速发展，目前公司已拥有2,000多家喜临门专卖店和300多家Chateau和M&D沙发门店，同时公司对门店
精致化管理、产品更新迭代以及营销人员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公司外训部制定了一系列课
程培训以提升经销商队伍的经营和管理理念，旨在打造一支规范化、专业化和狼性化的团队。
线上销售通过入驻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自营或代运营模式。
大宗业务根据客户类型不同分为酒店业务，ODM/OEM业务。酒店业务面向房地产集团、星级酒店管
理公司、连锁酒店集团、酒店式公寓等客户进行销售管理；ODM/OEM业务公司根据境内外客户分设集团
客户部和国际事业部进行销售管理。
（2）生产模式
公司以自主生产为主、外协生产为辅。床垫、床、沙发等主打产品为自主生产，主要采用以订单生产为
主、备货生产为辅的的生产模式。订单生产是指根据客户的需求和交期来进行生产安排；备货生产是指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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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节日、公司品促活动等产品需求特别集中的日期前，根据市场需求预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提前备货
生产。此外，公司部分家居配套产品采用外协生产。
（3）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以集中采购为主，主要包括原材料采购以及配套产品的采购。为确保原材料符合质量要求和
及时供应的同时获得有竞争力的采购价格，公司对皮料、海绵、木材、面料、钢丝、化工原料、外协配套产品等
原材料采取战略合作模式下的集中采购， 同时采取季度或者半年度集中邀标形式来公开确定采购订单配
额；辅料、包装、标准五金件等材料采取招标模式下的竞价采购。
公司采用了ERP信息管理系统来实现数据化管理，同步协调销售订单、材料需求、现有库存、供应商产
能等供应链整体的协同动作，实现订单式采购以及零库存的精益采购模式。此外，公司制定了完善的供应商
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度、招标管理制度以及供应商接待来访分级管理制度。
（4）技术研发模式
公司拥有成熟的产品研发管理体系及完善的研发激励机制，为产品研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技术研发
部门基于对睡眠产业终端市场的反馈需求分析，通过研究上市产品的生命周期，萌发对产品的创意点。同时
运用睡眠科学、人体工程学等基础理论，与智能物联、绿色材料等技术相结合，最终通过国内外一流设计师
在终端产品上实现科学和艺术的融合。
2、影视业务经营模式

（三）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处的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归属家具制造业，分类
编码为C21；根据中国证监会2019年2月12日发布的《2018年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归属制造
业中的家具制造业，分类编码为C21。
公司全资自子公司晟喜华视主要从事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发行及衍生业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
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属于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分类编码为R87。
2、行业概况
（1）家具行业概况
中国家具行业经过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对国际先进家具制造工艺的借鉴，
及新技术、新材料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国内家具企业的工艺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水平，加速我国家具制
造业的革命性变革。大部分家具企业已经实现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制造，生产工艺更加精益，市场反应速度
愈发敏捷，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家具明星企业和家具配套产业。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同比增长8.7%；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元，同比增长8.4%。生活水平的
提高及消费观念的升级促进家具消费市场日益繁荣。目前我国家具产能占全球市场份额已超过25%，是世界
排名第一的家具生产、消费及出口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家具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达
到7081.7亿元，比2017年增长4.5%，全年利润总额达到425.9亿元，比2017年增长4.3%。另外，与家具相关的木
材加工及制品业实现营收9210.3亿元，同比增长2.1%，纺织业营收27863.1亿元，同比增长-0.2%，皮革制品业
营收12130.5亿元，同比增长4.8%，造纸和纸制品业营收14012.8亿元，同比增长8.5%。出口方面，2018年中国家
具及其零件出口总额为3544亿元，同比增长4.8%。
（2）床垫子行业概况
床垫行业是家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床垫行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我国引进了
大量国外的、规格不等的弹簧软床垫生产，初步构建了我国软垫行业的发展基础和市场雏形。90年代以来，
我国床垫行业开始逐步走上规范化发展路线，国内自主研发的床具机械开始投入使用。自21世纪以来，随着
我国工业化发展与人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我国床垫行业发展迅速。
目前，我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床垫生产国、消费国与出口国。据CSIL统计，近十年我国床
垫行业高速发展，2017年总产值超过89亿美元，占全球床垫总产值的32%；近十年我国国内床垫消费规模也
得到快速提升，复合增长率接近20%，2017年需求接近79亿美元（出厂价），占全球总需求的29%；近十年我国
床垫出口额复合增长率约为12%，2017年出口总额超过10亿美元，占全球总出口额的26%，其中美国作为我
国床垫出口的第一大国，出口占比高达48%。
但是，中国床垫行业虽然近年来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但相较于成熟的美国床垫行业，行业集中度有待
于提升， 根据Euromonitor统计， 美国床垫行业市场集中度非常高，CR4达到73%， 而中国床垫行业CR4仅
15%左右。随着龙头产能和渠道布局日趋完善，有望实现集中度大幅提升。
（3）电视剧行业概况
自2012年来，电视剧发行部数开始呈下滑态势，2012年至2017年获准发行的电视剧数量为506部、441部、
429部、394部、334部和313部。根据《腾讯娱乐白皮书·电视剧篇》数据，2018年卫视共有113部上星剧播出，较
上年减少10部，收视率1以上的电视剧14部，破2的电视剧为0，同时视频网站播出情况也不乐观，破百亿剧集
仅7部，破200亿的作品数量由5跌至0。
与此同时，网台剧的数量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根据艺恩数据，2018年网剧市场稳中有变，全年上线252
部自制剧，比起2017年的295部有所下降。在2018年上线的网络剧中，原创网络剧集有明显增幅，三大视频网
站占比均超过50%。2018年网络视频总体在向精品化、头部集中的趋势发展，流量向头部、腰部集中，粗制滥
造的作品生存空间将进一步缩小。
3、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一家集精细化管理、先进技术、精良制造工艺、优质产品质量和知名品牌于一身，包含产品研发、
工业设计、规模化生产、自主营销和品牌经营等完整的产业链条，具备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公司是国内首家在A股上市的床垫生产企业，作为产品系列完整的床垫、床、沙发及配套产品制造商，以
“
致力于人类的健康睡眠” 为使命，依托设计研发实力、自主品牌影响力、品质控制能力和营销网络优势不
断强化综合竞争力，持续引领国内床垫行业发展，并荣获中国“
A” 级产品、中国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50强、
中国家具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最受消费者欢迎十大床垫品牌、“
浙江制造” 品牌认证、香港职业脊医协会
认证、床垫行业C-BPI（中国品牌力指数）第一品牌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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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总资产

5,992,265,856.79

5,787,951,839.27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3.53

4,376,498,724.20

营业收入

4,210,934,502.23

3,187,357,907.81

32.11

2,217,115,49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
净利润

-438,267,306.36

283,596,281.97

-254.54

203,764,54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
利润

-468,581,39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
净资产

2,285,417,306.27

255,831,673.45

-283.16

2,703,747,256.29

178,636,734.15

-15.47

2,417,155,74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量净额

-139,410,326.73

256,629,555.96

-154.32

279,729,079.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3

0.74

-252.70

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3

0.73

-254.79

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17.56

11.09

减少28.65个百分点

12.39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1-3月份）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币种：人民币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888,060,514.71

955,517,214.64

1,120,658,786.62

1,246,697,986.26

53,364,168.64

69,483,540.83

36,550,900.48

-597,665,916.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扣除非 经常 性 损 益
后的净利润

51,454,496.38

经营活动产生 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188,625,607.57

57,275,208.47

-34,395,770.36

证券代码：603008

30,195,316.04

-111,451,996.06

-607,506,412.30

195,063,0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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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喜临门

职务/岗位

年薪
（万元）

基本薪酬（万元）

监事会主席

23.00

16.10

绩效考核奖金（万元）
6.90

蒋杭

监事

20.00

14.00

6.00

刘新艳

监事

18.00

12.60

5.40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9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
用授权董事长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 审议通过 《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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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
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86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财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7,857,787股，发
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3.8525元，共计募集资金94,000.0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1,00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
为93,000.0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
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
外部费用914.02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92,085.9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396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57,630.05万元（其中累计投入承诺项目27,630.05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4,0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6,000.00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为853.33万元；2018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7,176.43万元，2018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为598.73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74,806.48万元（其中累计投入承诺项目44,806.49万元，归还银行
贷款4,0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6,000.0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为1,452.06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18,731.56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发行募集的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
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财通证券” ）于2016年10月18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城西支行和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根据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为喜临门家具制造出口基地建设项
目，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喜临门软体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体家具公司” ）。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喜临门软体家具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货币方式对软体家具公司增资25,000万元。根据《管理办法》，软体家具公司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财通证券及本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软体家具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
严格遵照履行。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喜临门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
聘请保荐机构，应当与原保荐机构终止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
督导工作。因此，公司与财通证券于2018年6月29日签署了《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之保荐终止协议》，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完全使用完毕，财通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
工作将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承接，财通证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喜临门公司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软体家具公
司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城西支行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重新签订完毕《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有8个募集资金专户、2个定期存款账户和2个通知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
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211012029200081547
绍兴分行

备 注

15,274.61 本公司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3371020110121800069605

本公司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 3371020110121800069605
越城支行
3371020110121800069605

28,000,000.00 本公司七天通知存款
本公司定期存款

3371020110120100079449

409,338.46 本公司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
85040154740005420
公司绍兴分行城西支行

1,006.10 本公司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
33200188000284034
分行

7,328.68 本公司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211012029200082050
绍兴分行

软体家具公司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3371020110121800071230

软体家具公司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 3371020110121800071230
越城支行
3371020110121800071230

软体家具公司定期存款
158,500,000.00 软体家具公司七天通知存款

3371020110120100080488

382,618.78 软体家具公司募集资金活期专户

合 计

187,315,566.6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下转B2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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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二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4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阿裕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本次会议通
过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阅《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4、审议通过《2018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8、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8,
267,306.36元，根据《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9、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董事、高管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了加强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薪酬管理，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经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现制定了2019年度董事、高管薪酬方案：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季度报告

姓名

职务/岗位

年薪
（万元）

基本薪酬（万元）

绩效考核奖金（万元）

董事长

53.00

37.10

15.90

沈冬良

副董事长

53.00

37.10

15.90

杨刚

董事、总裁

35.00

24.50

10.50

周伟成

董事

35.00

24.50

10.50

陈彬

董事、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

29.00

20.30

8.70

陈一铖

董事、副总裁

28.00

19.60

8.40

何元福

独立董事

8.00

-

-

王浩

独立董事

8.00

-

陈悦天

独立董事

8.00

-

朱小华

副总裁

28.00

19.60

8.40

何劲松

副总裁

28.00

19.60

8.40

公司代码：603008

一、重要提示

公司简称：喜临门

股东总数（户）

18,229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期末持股
数量

股东名称（全称）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比例(%)

22.38

0

84,778,874

21.47

60,638,874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7,374,993

4.40

0

无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周伟成

13,582,990

3.44

0

质押

2.1主要财务数据

红星美凯龙家居商场管理有
限公司

10,349,292

2.6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8,495,968

2.15

0

无

其他

7,218,913

1.83

7,218,913

无

其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5,992,265,856.79

0.98

2,285,417,306.27

1.11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6,552,900

1.66

0

无

其他

沈冬良

6,225,000

1.58

1,2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阅资本管理股份公司－中
阅磐岩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319,972

1.35

0

无

其他

年初至报告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73,400,112.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减(%)

-188,625,607.57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61.0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比上年同期增减（%）

838,595,666.74

888,060,514.71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474,847.20

53,364,168.64

-5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556,572.52

51,454,496.38

-63.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2

1.92

减少0.9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4

股东名称

88,360,000

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24,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40,000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7,374,993

人民币普通股

17,374,993

周伟成

13,582,990

人民币普通股

13,582,990

-57.14

红星美凯龙家居商场管理有限公司

10,349,292

人民币普通股

10,349,292

-57.1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8,495,968

人民币普通股

8,495,968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6,552,900

人民币普通股

6,552,900

中阅资本管理股份公司－中阅磐岩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5,319,972

人民币普通股

5,319,972

沈冬良

5,0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25,000

4,924,609

人民币普通股

4,924,609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郑小娟
说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和华易投资-中信建投证券-16华易可交债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3,994.4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5,265,330.0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175,398,666.75
330,675,037.4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9.60

8.40

19.60

8.40

18.20

7.80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10、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
用授权董事长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1、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1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1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关联董事陈阿裕、沈冬良、周伟成、陈一铖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4、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数量

人民币普通股

√适用 □不适用

本期金额

种类

88,36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股份种类及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华易投资－中信建投证券－16华易可交债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

216,186,963.66

26.00

境内自然人

6,050,984,298.02

299,345,935.47

28.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82,990

2,310,805,833.04

在建工程

28.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预付款项

副总裁

其他
83,238,874

总资产

上年度末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副总裁

无
质押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本报告期末

-

董事会秘书

股东性质

数量

88,360,000

-

张毅

股份状态

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1.3 公司负责人陈阿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冬云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许丹艳

质押或冻结情况

华易投资－中信建投证券－
16华易可交债担保及信托财
产专户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陈阿裕

蒋永舟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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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10,934,502.23元，同比下降32.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8,267,306.36元，同比下降254.54%；归属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68,581,391.41
元，同比下降2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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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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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喜临门北方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临门北方公司)、喜临门酒店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酒店家具公司）、浙江喜临门软体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临门软体公司）、成都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喜临门公司）、喜临门广东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喜临门公司）、河南恒大喜临门家
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喜临门恒大公司）、浙江晟喜华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喜华视公司）
和嘉兴米兰映像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米兰公司）等24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
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姓名
陈岳诚

的情形，同意公司回购注销372万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
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4、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
（2）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状况、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应付职工薪酬

债务重组损益

变动幅度（%）

-34.62

2,081,800.00
31,317,032.77

说明

系本期预付货款及影视制作款
70.67
增加所致
系本期河南恒大喜临门公司厂
房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100.00 系本期远期结售汇交割所致

59,184,612.33

-47.09 系本期支付2018年年终奖所致

2、利润表
单位：元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度（%）

说明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税金及附加
研发费用

20,497,307.51

13,128,631.73

56.13 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财务费用

22,402,112.62

15,471,455.59

44.80 系本期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14,820,064.38

-2,611,082.73

5,265,330.05

1,840,902.74

资产减值损失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其他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51,286.20

净利润

8,268,030.45

5,135,099.38

2,081,800.00

157,137.70

26,276,247.75

57,029,417.92

61.01 系本期销售收入持续增长所致

-467.58

系本期应收账款减少坏账转回所
致

186.02 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224.83 系本期远期结售汇交割所致
-53.93 系本期影视业务净利润下滑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1,223,194.15

61,369,405.16

支付的各项税费

59,546,237.46

104,347,119.8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67,546,413.61

97,790,980.83

变动幅度（%）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56,436.31
-1,265,083.23

合计

4,918,274.6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42.93

系本期企业所得税缴纳减少所
致

-30.93 系本期固定资产投入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36,868,700.00

405,000,000.00

131.33 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48,971,375.27

415,024,623.68

128.65 系本期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39,526,122.86

16,359,189.5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327,172.39

说明

系本期收回各类保证金减少所
-32.83
致

141.61 系本期偿还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阿裕
日期:2019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