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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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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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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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欧家居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79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朝容

代雨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
三街 19 号新希望国际大厦 A 座 15 层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
三街 19 号新希望国际大厦 A 座 15 层

电话

028-82801234

028-67996113

电子信箱

wuchaorong@monarch-sw.com

daiyu@monarch-s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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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705,149,571.14

2,498,486,591.96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020,357.88

233,429,698.45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46,746,260.38

205,429,076.07

2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8,498,707.61

133,257,531.26

-4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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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50

0.6173

7.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03

0.6059

8.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9%

6.98%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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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6,474,508.85

7,002,181,558.97

1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80,002,113.06

3,648,524,049.20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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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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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进

境内自然人

15.01%

58,361,707

43,771,280

质押

32,650,000

陈伟

境内自然人

14.56%

56,644,397

42,483,298

质押

28,482,500

吴志雄

境内自然人

14.56%

56,644,397

42,483,298

质押

34,650,000

鲍杰军

境内自然人

10.34%

40,202,134

30,151,600

质押

7,500,000

黄建起

境内自然人

3.12%

12,117,604

交通银行－
融通行业景
气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37%

9,220,985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通
中国风 1 号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1%

7,444,151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3%

5,567,241

帝欧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1.20%

4,685,185

吴桂周

境内自然人

0.91%

3,550,4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进、陈伟、吴志雄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对本公司进行共同控制；鲍杰军、陈家旺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相互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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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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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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整体经济下行，宏观经营环境风险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家居
建材行业的变革。疫情发生后，公司积极采取各项保障措施，在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同时有效降低经营风险，在确保员
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第一时间积极有序的恢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270,514.96万元，
同比去年同期增长8.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202.04万元，同比增长7.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674.63万元，同比增长20.11%。其中：1）2020年1-6月，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756.31万元，同比减少
9.19%；2）2020年1-6月， 欧神诺实现营业收入247,070.93万元，同比欧神诺去年同期增长10.00%；实现净利润24,528.80万
元，同比欧神诺去年同期增长24.90%。扣除合并摊销费用影响1,103.60万元后，实现净利润为23,425.2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围绕全年经营目标，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具体如下：
1、持续深化协同效应，助力公司快速增长
渠道协同：公司卫浴业务借助欧神诺近20年来已深耕的自营工程服务团队先发优势和完整供应链管理体系的成功经验，
在报告期内积极开拓卫浴自营工程业务，在与包括碧桂园、融创、龙湖、雅居乐等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客户建立合作的基础上，
报告期内陆续与绿地、合景泰富、朗基等房地产开发商客户构建了合作关系。
资源共享：公司为支持欧神诺产能扩张和自营工程业务的发展，持续为欧神诺提供直接资金支持、银行融资担保，最大
程度保证欧神诺各项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解决了过去其发展过程中遇见的资金瓶颈，为欧神诺持续高速发展奠定基础。

2、调整战略，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建筑陶瓷业务：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及市场的竞争加剧，自营工程厚积薄发，自营团队不断强化发挥供应链的服务
优势，结构趋于健康，确保公司持续稳健增长。在与龙头地产客户碧桂园、万科、恒大等保持稳固战略合作的同时，不断深
化与新增客户华润置地、旭辉、龙光、富力、华夏幸福、雅居乐、荣盛、敏捷、华侨城、泰禾、五矿、实地、当代、合正、
景瑞、电建、鸿通、阳光壹佰、宁夏中房、东旭、金茂、恒信、信达、绿城、领和、祥源控股等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合作。
同时，报告期内陆续与绿地、新城控股、蓝光地产、越秀地产、合景泰富、远洋地产、华夏阳光、彰泰集团、中粮控股、京
投发展、上坤地产、中南地产、信德地产等房地产开发商客户构建了合作关系。
面对疫情危机以及中美贸易战升温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公司及时调整战略，采取坚定有效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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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盈利能力。
1）利用品牌影响力和厂家赋能，加速网点扩张：打造更多核心战略客户、更多标杆效应，迅速覆盖空白网点；并持续
拓展新零售智慧门店引领市场风向标。截至2020年6月30日，欧神诺陶瓷经销商逾1100家，终端门店逾3500个。
2）凭借自营工程供应链先发优势，加大力度布局全渠道，持续扩大市场份额：不断细分渠道，深入渗透家装、整装、
经销商工程、市政、商连等市场；全品类“协同并进”
，人造石、功能辅材、实验台板、岩板等产品，助力市场份额的扩张。
3）控制综合运营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全面提升组织运营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单位效率最大化，实现盈利目标。

卫浴业务：面对疫情的突发及市场的变化，公司卫浴板块确定了“产品领先、效率驱动、全渠道经营”的突围路径。持
续巩固零售渠道，扩展销售网点覆盖、提升经销商质量；同时积极拓展新零售，不断深化与电商、家装、整装公司的合作。
继帝王洁具首个旗舰独立大店—2000㎡的卫浴空间定制生活馆在成都北富森的正式开业后，报告期内，公司陆续在杭州、重
庆、西安、南昌等地完成核心旗舰店的布局，打造浸入式卫浴消费新场景，折射出在家居行业消费升级转型期，公司经营模
式创新的新方向。
在工程渠道方面，公司充分利用欧神诺与工装客户合作的渠道并借鉴欧神诺自营工程服务经验，积极开拓自营工程客户，
完善卫浴产品品类，快速进驻工装市场，实现卫浴业务增长。

3、产品研发与创新
建筑陶瓷业务：2020年上半年，欧神诺在持续升级“全品类”差异化精准研发计划的同时，不断深化新型建筑陶瓷技术
的研发，并加快新品推广速度（大规格、通体、中板，抗菌功能、N新品类等）
，提升主流高端结构及毛利。报告期内，欧
神诺抗菌砖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中国发明。
卫浴业务：公司围绕“以人为本，设计+科技，打造品质卫浴”的产品设计理念，从“外观功能”
、
“工艺技术”、
“材料
应用”、“数字化”四个维度展开产品研发创新，并通过“卫浴空间研究院”和“工业设计中心”形成公司设计“引擎”，对
公司过去卫浴产品线进行深度梳理，并通过搭建内外部设计研发团队对公司卫浴产品持续迭代，打造市场领先的卫浴产品。

4、产能扩张，助推公司加快工装市场的布局
建筑陶瓷业务：景德镇欧神诺“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线扩建项目”在报告期建成投产，建筑陶瓷自有产能的进一步扩张，
提高了欧神诺目前的供应效率和产能配套效率，极大满足多元全渠道发展“销地产”需求，同时也能满足市场不断变化所带
来的产品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公司产能的不断提升，规模边际效应逐步递增，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有效
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
卫浴业务：报告期内，重庆帝王持续推进位于重庆永川国家高新区三教产业园的智能卫浴生产基地一期项目建设工作，
新建陶瓷卫生洁具生产线，为搭建陶瓷卫生洁具供应链奠定基础。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重庆智能卫浴生产线一期项目已竣工
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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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
（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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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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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新设孙公司沈阳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成都欧神诺云商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欧神诺建材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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