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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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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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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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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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易所 千金药业 60047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爱维 丁四海

电话 0731-22492897 0731-22496088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

801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

801号

电子信箱 xaw_333@sina.com qjyydsh@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515,987,837.47 3,472,489,217.84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968,491,666.85 2,028,833,840.59 -2.9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7,396,981.80 197,766,715.32 -5.24

营业收入 1,691,640,822.85 1,489,035,729.78 1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4,776,138.90 67,419,828.08 2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5,265,421.62 55,817,857.07 52.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05 3.53 增加 0.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026 0.1611 25.7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026 0.1611 25.76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715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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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53 119,381,136 0 无 0

长安基金－光大银行－长安平

安富贵千金净雅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86 16,142,130 0 无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

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9 8,765,722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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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7,208,103 0 无

湖南省烟草公司株洲市公司 国有法人 1.65 6,916,111 0 无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8C－CT001沪

其他 1.58 6,621,102 0 无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

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5 6,082,163 0 无 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福

悦众 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5 6,061,020 0 无 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产品 2

其他 1.35 5,651,118 0 无 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福

悦众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4 5,590,14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营销管理方面

第一、深入推行千金经营法式。公司在各省区已经成为独立经营单元的前提下，逐步强化员工的经营个

体意识，提高了员工的自主性。

第二、将信息化应用于营销工作指导系统。以大数据为依托使营销工作有据可依。营销业务人员的工作

痕迹、销售数据、工作结果等在系统内有记录与反馈，对于营销工作的拓展与下沉具有指导性作用。

第三、继续加大“三大开发”（终端的开发、产品的开发和客户的开发）。2019上半年，公司对等级医院、

基层医疗和连锁的开发超过去年同期。 报告期内母公司签订协议连锁 2966家，新开发等级医院 476�家，产

品新进入等级医院 569 个、基层医疗 2079 个，开发医生 3388 个；千金湘江新开发等级医院 394�家，产品新

进入等级医院 2141个，开发医生 3428个；千金协力新开发等级医院 419 家，其中主打产品水飞蓟宾葡甲胺

片新进入公立等级医院 110家，签订协议连锁 375家。

第四、专业化改革初步成功。公司撤销营销部，成立医疗营销部、药店营销部以及商务部，进行专业化营

销。 专业化改革后，从管理上实现专人管专事，更聚焦；从工作内容上，实现专人做专事，更专业；从内部考

核、结算体系上，实现板块分别核算，更真实。

第五、招标与目录工作有显效。母公司截至 6月份，补血益母丸除上海、福建、浙江、青海、云南等省外全

部挂网或中标；补血益母颗粒有广东、海南、河北、内蒙、甘肃、安徽等省份挂网或中标。 千金湘江截至 6 月

份，完成 4省 13个品种的新增挂网。 千金协力截至 6月份，雷公藤多苷片除河南、福建、江苏、江西外，其他

省份挂网（中标）价格均已启动或完成调整；新增了水飞蓟宾葡甲胺片 72 片包装在山东、江西、海南的挂

网。 医联体议价工作有序推进，母公司截至 6月份深圳 GPO、广州 GPO、贵州铜仁、河南开封、浙江海宁、台

州医共体、新疆等医联体中标。 千金湘江截至 6月份广州、佛山、海宁、天门、庆忠县等 15个议价体，有 45个

结果议成。 千金协力截至 6月份有贵州铜仁、浙江海宁等医联体中标；完成了安徽、北京、浙江、青海等省份

的价格联动。

2.产品研发方面

公司研发资源融合充分，千金研究院运转高效，项目管理有序，研发成果丰硕。中药领域：从妇科千金片

/胶囊原药材及成药中分离得到 13 类共 163 个化学成分（新化合物 12 个），并确定了其中发挥抗炎、调节

免疫效果的药效物质，进而建立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整合控制评价体系；从学术角度证明了补血益母丸的

产品安全性。 化药领域：开展一致性评价项目 8个，完成申报 6个，蒙脱石散等产品有望于下半年获批；开展

新产品项目 12个，完成申报 7个。 衍生品领域：获得批文 9 个；完成了内衣裤洗衣液法国 ECOCERT 认证

申报工作，完成了“千金饮”稳定性、汉麻卫生巾、小解巾升级等研究。 上半年共申请专利 31件，其中发明专

利 11件；共授权专利 17件，其中发明专利 9件。 此外，妇科千金片（胶囊）国家中药标准化、2015 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3个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3.生产及质量方面

第一、合理组织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公司严保质量、确保安全、严控成本；生产部门每月定期与销售、采

购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做好生产计划，合理安排生产资源，推行柔性生产。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方式、优化生产

工艺、改善设备设施、继续推行 TPM 全员维保、仓库改造调整等措施，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修订了《生

产现场检查管理办法》，生产现场检查分为三级：日常现场检查、专业现场检查、联合现场检查，确保生产现

场达到 5S标准、符合 GMP和安全管理要求，提升了生产管理水平；完成工艺攻关项目 3 项、设备攻关项目

8项。

第二、加大质控力度，确保产品质量。 加强了对原药材的质量控制，持续开展关键原药材的质量影响因

素的研究，确保优质药材投入生产；严格执行各项中控指标，保证产品合格放行；顺利通过了监管部门各项

专项检查。

4.内部管理方面

第一、修订规章制度，严格内部管控。根据内控要求，颁布了《生产规则（修订版）》《生产现场检查管理

办法》《财务管理规则》《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经销商资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条例，保障了公司经营

管理的有序进行。

第二、增强履职能力，提高业务水平。 一是注重培训学习；二是优化绩效考核。

第三、全面控制风险，确保稳健发展。 按照 GMP要求，严把产品质量关，2019年上半年未发生重大质量

事故，产品市场抽检合格率达 100%。 强化安全责任制，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监督检查和整改，实行安全

风险考核，上半年未发生一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环保责任事故，无职业病例。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财政部分别修订并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施行。 本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首次执行新金融准则，根据新准则的规定，对金融资产进行

了重分类，将在原准则项下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项目，重新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并将原账面价值和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年 1�月 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 具体影响科目及金额见调整报表。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江端预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479� � �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19-027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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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一一医药制造》、《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

露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公司现将 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经营情况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药品生产 727,122,066.51 213,655,364.70 70.62 3.26 -0.40

增加 1.08个百分

点

药品批发零售 821,573,604.14 693,271,621.71 15.62 25.25 27.50

减少 1.49个百分

点

其他 149,810,561.96 59,113,379.74 60.54 4.49 0.04

增加 1.76个百分

点

合并抵销 -31,254,915.04 -31,538,818.05 - - - -

合计 1,667,251,317.57 934,501,548.10 43.95 13.82 19.93

减少 2.86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中药生产 388,247,431.28 126,098,973.73 67.52 3.03 -8.91

增加 4.26个百分

点

西药生产 338,874,635.23 87,556,390.97 74.16 3.53 15.10

减少 2.60个百分

点

药品批发零售 821,573,604.14 693,271,621.71 15.62 25.25 27.50

减少 1.49个百分

点

百货零售 2,201,455.32 712,781.59 67.62 -20.89 -39.50

增加 9.96个百分

点

娱乐 16,814,065.28 7,235,121.24 56.97 -11.36 -10.94

减少 0.20个百分

点

仓库出租及物

流运输

674,242.76 401,536.31 40.45 0.47 -13.37

增加 9.52个百分

点

卫生用品 126,352,895.31 47,582,106.22 62.34 5.16 -3.03

增加 3.18个百分

点

酒饮 3,767,903.29 3,181,834.38 15.55 369.86 1,151.56

减少 52.74个百分

点

合并抵消 -31,254,915.04 -31,538,818.05 - - - -

合计 1,667,251,317.57 934,501,548.10 43.95 13.82 19.93

减少 2.86个百分

点

报告期内，主要板块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均有增长，其中药品批发零售板块增长 25.25%，卫生用品板块

增长 5.16%，药品生产板块增长 3.26%。

中药生产板块毛利率增加 4.26个百分点，主要是中药材采购成本下降所致。

西药生产板块毛利率减少 2.60个百分点，主要是人工成本的上升及部分原材料采购成本的上升所致。

药品批发零售板块毛利率减少 1.49个百分点，主要是高毛利贴牌销售减少所致。

卫生用品板块毛利率增加 3.18个百分点，主要是实行招标采购后，主要材料采购成本下降所致。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经营情况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2019年 1-6月累计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华东 275,527,612.71 16.46

华南 125,600,631.06 57.30

华北 71,853,492.86 -7.11

华中 999,320,411.71 10.97

东北 36,961,751.84 -19.36

西南 154,312,545.24 13.25

西北 71,902,000.86 11.83

合并抵消 -68,227,128.72

合计 1,667,251,317.57 13.82

报告期内，华南地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7.30%，主要是因千金医药在华南地区的销售额增长所致。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28日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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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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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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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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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0-36733399 020-3673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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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oppeinIR@oppein.com oppeinIR@oppein.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2,466,166,637.62 11,120,497,318.33 1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888,776,646.70 7,560,943,109.83 4.3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15,055,377.63 544,075,053.34 86.57

营业收入 5,510,024,376.25 4,845,409,013.37 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32,745,065.84 550,042,127.77 1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4,842,555.82 514,128,565.99 15.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03 8.46 减少 0.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1 1.31 15.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0 1.30 15.38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853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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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姚良松

境内自然

人

68.54 288,000,000 288,000,000 无 0

姚良柏

境内自然

人

8.77 36,841,654 36,841,654 无 0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4 14,021,932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68 7,046,797 0 无 0

赣州天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9 3,752,115 0 无 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3 3,057,051 0 无 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其他 0.50 2,116,51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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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40 1,669,561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未知 0.37 1,541,226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天益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1,321,65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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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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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面对房地产行业变革与消费渠道结构变化双重叠加的复杂局面，公司充

分发挥制造、渠道、品牌的强大优势，推进营销渠道深挖布点，全渠道营销，抢份额，增单值，提

效降本，支援终端市场竞争，有力稳定公司业绩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5.10亿

元， 同比上年增长 13.7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3 亿元， 同比上年增长

15.04%。

（一）店面及经销商情况

市场级别

欧派橱柜（含橱衣综合） 欧派衣柜（衣柜独立） 木门

经销商 门店 经销商 门店 经销商 门店

A 36 305 14 318 37 90

B 311 653 189 649 263 270

C 1319 1372 799 1273 634 517

合计 1666 2330 1002 2240 934 877

市场级别

卫浴 欧铂丽 整装大家居

经销商 门店 经销商 门店 经销商 门店

A 48 75 36 101 20 23

B 204 234 291 316 143 147

C 265 280 628 565 40 40

合计 517 589 955 982 203 210

注：①欧派橱柜店面包含橱衣综合经销商开设的橱衣综合店、融合店，衣柜门店包含橱衣

综合经销商开设的独立衣柜门店；

②截至报告期末，欧派家居在广州区域共拥有直营门店 34家。

（二）上半年行业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家具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4.3%， 达到 7011.9

亿元，而同期上市的 9家定制家居企业营业收入合计达到 347.56亿元，同比增长 19%。2019年

一季报，上市 9 家定制家居企业营业收入合计 62.2 亿元，同比增长 9.35%，增速进一步下移。

2019年一季度收入增速创下了定制家居行业历史新低。数据背后，行业洗牌加剧，马太效应凸

显，快速的行业渠道变革，正在重塑整个行业发展的进程。 具体来说：

第一，渠道变革加速，客流碎片化特征将成为常态，原有传统渠道客流向大宗、拎包、整

装、零售渠道分化，传统渠道招商开店对规模定制家居企业业绩的边际贡献逐渐减小，全渠道

营销成为一种新常态。

第二，消费者对产品品质和研发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2016年至今，定制家居行业经历了

简欧、新中式、轻奢、意式极简等多种产品风格。 在消费者要求提升的同时，消费分级趋势明

显，一方面高端消费市场逐渐扩大，进入门槛加强，另一方面套餐引流订单占比持续提高，对

企业的成本要求和市场把控能力要求更高，中小企业退出加速，行业集中度有望加速提升。

第三，全屋定制时代到来，单品向全屋定制转变，家装与家居企业相互整合，定制与成品

家具的产品空间界限越来越模糊，抱团效应显现。

（三）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

未来属于强者和创新者，面对行业变革，欧派勇于正视自己与行业发展的差距，着力解决

发展的短板，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提升欧派及泛欧派体系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布局

行业未来。 守住橱柜、衣柜传统零售市场，通过融合模式带动木门、卫浴等品类加速增长，搭建

工程、整装、星居多元渠道格局，有效发挥欧派 +欧铂丽的产品定位，推进经销商模式改革，试

点分销商制度，进一步下沉销售渠道，布局微店、社区、购物中心等新兴渠道。 同时加速信息化

布局力度，提升终端管理效率。 在生产端落实精益生产，提升产出效率，狠抓产品品质，提升产

品研发的针对性。

风雨之下，无畏未来，我们将努力前行。

（一）单品突破，市场最大化，分类出击

1、欧派橱柜

面对消费分级、渠道分裂、传统零售客流减少，欧派橱柜分点突击，分向突围。 充分利用制

造优势，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和渠道要求，以 15800 套餐作为引流利器，抢市场，提单量，深化

“橱柜 +”运营战略终端落地，围绕模式定产品，围绕产品出展示，全力提升产品客单价。 在渠

道方面，全面推动“全渠道营销” 战略，旧厨改造、电商、社区、社群、零售工程、家装整装全面

发力。 截至 6月 30日，欧派橱柜除拥有 2330 家门店外，还开设有微店、社区等新兴引流店面

455家，以此对客流进行有效拦截。 上半年欧派橱柜试点分销模式，推动经销商从零售商向供

应服务商转型，进一步加大终端的服务覆盖密度，为终端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欧派衣柜（全屋定制）

2019年上半年，欧派衣柜在市场弱势环境下仍然取得较快增长。 欧派衣柜着眼于客情和

客流实际，多措施落地为经销商减负，优化终端店面，有效把握市场变化，立足于“多接单，做

单值” 这一核心主线，全力推进促销模式转型，继 2018 年在行业内首先推出买衣柜送床垫活

动后，今年上半年引进金可儿床垫，送床垫活动再升级，并相继推出新品套餐、人气套餐、轻奢

装，有力地拉动订单增长，活动效果明显。 与此同时，立足“设计驱动提升空间体验、产品好用

带动品牌美誉度、合理搭配提升客户居家舒适度” 三个维度，产品销售全屋化，不断提高家具

配套产品占比，拉动终端客单值提升。 在渠道拓展方面，介入渠道前端，深入推广精装房拎包

入住计划，为未来打基础，为后市做铺垫。

3、欧铂尼木门

2019上半年，在欧铂尼木门事业部和经销商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①强化代

理商赋能，在开店、展示、促销、培训等多方面，加大补贴及扶持力度，使得公司的营销、产品策

略能在终端迅速落地；②创新销售模式，打造并细化“全屋引流套餐一主推套餐一品质套餐”

的全方位套餐矩阵，利用套餐差异化增强店面引流，覆盖主流终端购买需求，并突破性提出

“1+5” 销售策略，提升客单价；③样板商场打造，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20 家商场，

共同打造木门销售新模式，并在未来进行全国性的复制推广；④进一步提升终端展示形象，与

欧洲著名设计师深度合作，全面提升终端展示水平、客户体验感，颠覆传统木门行业终端展示

形式。

4、欧派卫浴

欧派卫浴首次在业内突破性地提出“全卫定制” 概念，成为国内全卫定制的最早发起者。

历经不断地探索、沉淀，欧派“全卫定制” 商业模式日臻成熟，近 4 年复合增长率 30%以上，引

发不少品牌纷纷效仿，引领行业快速变革。 目前，欧派已从原来的“全卫定制 1.0” ，迈进更为

成熟的“全卫定制 2.0” ，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终端服务等全面改造升级，为消费者打造功能

更齐全、布局更优化、颜值更高、更舒适的卫浴空间产品，同时打造更高效、便捷的定制服务和

更美好的消费体验。 与此同时，欧派卫浴将以自身行动不遗余力地继续推动定制卫浴前行，与

更多优秀企业一起，共同促进行业快速转型升级。

（二）顺应趋势，聚焦渠道变革

1、欧派工程

欧派工程作为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拉力点之一，2019 年上半年扎根于百强战略的开发、

维护、深度合作，立足于产品、交期、服务、信息化四大核心要素，深入项目前端，服务前置，共

同参与众多战略合作伙伴的精装产品的标准制定，从项目配合反应速度、设计方案优化以及

项目履约质量、效率等环节全面做好服务，截至 6 月底，与国内百强地产签定战略合作达 47

家。公司充分发挥“集团 +服务商”模式优势，以获得可持续的地产客户认可度及不断提升项

目成交率，欧派橱柜在工程渠道市占率进一步提升，欧派橱柜在工程板块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借助欧派橱柜的先入优势，开拓衣柜、卫浴、木门品类的百强地产战略及项目开发，上半年工

程衣柜、木门均得到较快增长。

2、欧派整装大家居

欧派整装大家居的推出，打开了市场对欧派未来业绩增长的想象力，符合未来主流消费

群体的消费趋势，为集团开辟了实现大家居战略全新的发展路径和销售渠道，欧派整装大家

居包括欧派整装大家居、欧铂丽整装大家居和整装大客户三大业务模块，目前已有整装大家

居店面 210家，大客户 43家。

2019年上半年，欧派整装大家居招商及开店效果显著，圆满完成上半年接单目标设定，并

从产品研发、培训帮扶、订单交付、售后服务等全过程进行模式变革创新，降低定制产品的经

营门槛和出错率，解决家装公司的服务痛点。 下半年欧派整装大家居将把提升增长内涵，加大

整装经销商帮扶放在首要位置，继续发挥公司在定制家居产品端的雄厚研发、生产、平台整合

实力，重点围绕划分的 11 个业务大区为单位，制定专属的帮扶方案，做好欧派整装大家居的

后端服务、保障体系，为欧派整装大家居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夯实基础。

3、欧铂丽品牌

2018 年至今，欧铂丽营销事业部通过“轻资产、重运营、抓坪效、抓单店产出、合理毛利、

多点开花”的策略，有效的提升了代理商经营管理能力，并从团队打造、销售服务流程、终端管

理、产品展示、营销活动、引流推广等方面进行终端运营模式打造。 在活动形式上，深化套餐模

式，橱衣融合效果显著。 欧铂丽搭建天猫平台为全国门店引流，并成功推进重庆等区域定向投

放试点项目，全国与区域引流渠道分工布局明晰，分为以天猫为主的全国通投平台和区域本

地化定向推广两种引流模式，已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欧铂丽发展的电商之路。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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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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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8月 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9年 8月 16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6名，实际出席董事 6名。 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欧派家居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欧派家居关于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欧派家居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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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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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8月 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9年 8月 16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

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核查

意见：

1、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监

事会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公司 2019年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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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各项规定；

3、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公司 2019 年

半年度的财务状况；

4、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文件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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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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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

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等相关规定，现将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31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向社会公众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 4,151万股， 每股面值 1�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0.0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07,882.08 万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7,300.00 万元（保荐费用、律

师费用、审计费用等发行费用尚未扣除），实际到账募集资金为 200,582.08 万元。 该募集资金

已于 2017年 3月 22日全部到账，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资，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广会验字[2017]G14000180461号）。 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

存储管理。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公司收到募集资金总额 200,582.08万元，收到利息收入扣减手

续费净额 1,906.43万元，支付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1,450.00万元，累计支

付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款 195,707.47万元，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为 5,331.04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欧派

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该《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经公司 2014年 7月 23日召开的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

年 12月， 因对应账户资金已使用完毕， 公司将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平架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江高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予以注销， 剩余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详见本专项报告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

况” 。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为 5,331.04万元。募集资

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

专户状态

存放余额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

平架支行

3602113229100122040 已注销 --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江

高支行

44050149110400000418 正常 0.25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珠江新城支行

82140155200000233 正常 1,093.76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场路

支行

020900064910809 正常 4,237.03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江高支

行

657468449367 已注销 --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

行

8110901013700464761 已注销 --

合计 5,331.04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上述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上述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上述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上述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上述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也不存在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

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不存在

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不适用

七、 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不适用

八、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告分别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上述情形。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8 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人民

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9,132.0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912.2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5,

707.4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广州年产

15万套厨

柜生产线建

设项目

实施地

点变更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601.22 14,155.52 -844.48 94.37%

2018

年 12

月

3248.

14

是 否

广州年产

30万套衣

柜生产线建

设项目

29000.00 29000.00 29000.00 2,041.65 29,834.68 834.68 102.88%

2018

年 12

月

3631.

36

是 否

年产 60万

樘木门生产

线建设项目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4,493.19 15,426.07 426.07 102.84%

2019

年 6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天津年产

15万套厨

柜生产线建

设项目

否 29000.00 29000.00 29000.00 - 29,047.80 47.80 100.16%

2017

年 1

月

4347.

71

是 否

无锡生产基

地（一期）

建设项目

否

78000.00

71842.85 71842.85 233.89 71,954.68 111.83 100.16%

2018

年 6

月

3914.

07

是 否

新建年产

50万套抽

油烟机、50�

万套燃气灶

生产车间

实施地

点发生

变更

6157.15 6157.15 464.28 2,078.00 -4,079.15 33.75%

2019

年 12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欧派” 品

牌推广项目

否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78.00 30,078.64 78.64 100.26%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信息化系统

技术改造项

目

否 3132.08 3132.08 3132.08 - 3,132.08 - 10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一 199132.08 199132.08 199132.08 8,912.24 195,707.47 -3,424.60 98.28% 一 一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

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

致。

注 4：此表的“本年度”特指 2019年 1-6月。

证券代码：603833� � �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19-060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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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净利润

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按照财政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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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司于 2019年 8月 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财

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变更原因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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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

业 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应按照财会[2019]6 号要求

编制执行。 具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中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两个项

目；新增“专项储备”项目反映高危行业企业按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的期末账面价值；

2、“其他权益工具”项目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的期末账面价值；

3、按照采用折旧（或摊销、折耗）方法进行后续计量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

用等非流动资产，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折旧（或摊销、折

耗）的部分，仍在各该非流动资产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

4、“递延收益”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

摊销的部分，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

5、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资产

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下一行。

6、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信

用减值损失”项目列示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之后。

（二）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执行。

（三）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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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净利润产

生影响。 对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调整具体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变动金额

从原列报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

收账款” 两个项目

应收票据 90,411,098.74

应收账款 278,109,094.1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68,520,192.91

从原列报项目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分拆为“应付票据” 及“应

付账款”两个项目

应付票据 188,842,401.62

应付账款 635,434,327.7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24,276,729.38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

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资产减值损失 -20,764,576.60

资产减值损失 20,764,576.60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国家财政部印发修订的新企业会计准则等文件

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

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文件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备查文件

（一）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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