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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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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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19年合并财务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1,

162,368.24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2,512,408,646.67元，母公司财务报表累计

可供分配利润为928,243,193.78元。

基于以上情况，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1.70元（含税）。 本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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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家家居 60381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邦灯 周丽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599号顾家大厦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599号顾家大厦

电话 0571-85016806 0571-8860381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kukahome.com securities@kukahome.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以“家”为原点，致力于为全球家庭提供健康、舒适、环保的家居解决方案。 公司自1982年创立以来，忠于初心，专

注于客餐厅、卧室以及全屋定制家居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携手事业合作伙伴，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高效率

的服务、超预期的解决方案，帮助全球家庭享受更加幸福美好的居家生活。

公司产品远销120余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000多家品牌专卖店，为全球超千万家庭提供美好生活。 公司旗下拥有“顾

家工艺” 、“睡眠中心” 、“顾家床垫” 、“顾家布艺” 、“顾家功能” 、“全屋定制”六大产品系列，与自有品牌 “东方荟”（新

中式风格家具），合作品牌“LAZBOY” 美国乐至宝功能沙发，收购国内外知名家具品牌：意大利“Natuzzi” 、德国“ROLF�

BENZ” 、美式家具品牌“宽邸” 、出口床垫品牌“Delandis玺堡”组成了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产品矩阵。 公司坚持以用

户为中心，围绕用户需求持续创新，并创立行业首个家居服务品牌“顾家关爱” ，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服务。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设计研发模式

公司建立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设计研发机制，形成了以原创设计研发为主、与国际知名设计师合作为辅的设计研发

运作模式。

2、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主要包括原材料采购和集成产品采购，采购模式以集中采购为主。

原材料采购：公司根据内部制定的有关供应商的选择标准对供应商进行甄选；选择确定原材料供应商后，公司定期对

其进行跟踪考察，加强事中控制，以确保原材料的品质与交货时间。 牛皮、海绵、木材、面料布、重要部件等原材料采取战略

合作模式下的集中采购；辅料、包装、标准五金件等原材料采取招标模式下的竞价采购。

集成产品采购：公司制定了集成产品供应商资格认证管理规范，定期对集成产品供应商进行评估、甄选和淘汰。公司选

定集成产品供应商之后，采用定制化采购模式，由公司提供设计方案，集成产品供应商按照公司提出的款式形象、技术参

数、材料品质等要求进行生产并向公司供货。

3、生产模式

公司坚持以自主生产为主、外协生产为辅的生产模式。公司的自主生产以订单生产为主、备货生产为辅。公司的外协业

务是为了缓解部分产能不足的矛盾，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基础上，让周边制造企业为本公司贴牌生产部分产品。 其中：沙发、

床类产品等主打产品基本为自制，集成产品基本为外购。

4、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包括境内销售与境外销售。 境内销售主要采取“直营+特许经销”的销售模式，并辅以电子商务、厂家直销等

其他销售方式；境外销售主要采取“ODM+经销+直营”的业务模式。

（三）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处行业

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C21家具制造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属于“C21家具制造业”中的“C2190其他家具制造” ，具体细分行业为软体家

具行业。

软体家具主要指由弹性材料（如弹簧、蛇簧、拉簧等）和软质材料（如棕丝、棉花、乳胶海绵、泡沫塑料等），辅以绷结材

料（如绷绳、绷带、麻布等）和装饰面料及饰物（如棉、毛、化纤织物及牛皮、羊皮、人造革等）制成的各种软家具。 软体家具

包括沙发、软床等产品，是现代家庭客厅及卧室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软体家具在提供舒适使用功能的同时，具有时尚化、

个性化、艺术化等特征，成为现代高品质居家生活的重要载体。

2、行业发展状况

（1）全球软体家具行业发展状况

全球软体家具行业的工业化生产始于二十世纪初的欧洲。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加工制造技术的进步，软体

家具行业的制造能力大大提升， 市场需求亦不断扩大。 根据意大利米兰轻工业信息中心 （The� Centre� for� Industrial�

Studies，以下简称“CSIL” ）于2018年9月发布的《UPHOLSTERED� FURNITURE:WORLD� MARKET� OUTLOOK�

2019》的统计，2017年全球软体家具的生产总值约为737亿美元，主要软体家具制造国为中国、美国、波兰、印度、意大利、德

国；全球软体家具消费总额约为696亿美元，从消费总量上来看，最大的软体家具市场依次为：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分别

占比31%、24%、5%、5%。 软体家具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软体家具

产业正持续向拥有劳动力价格优势和充足原材料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2）我国软体家具行业发展状况

我国现代软体家具产业正式起步于二十世纪80年代初。 我国软体家具产业在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设备及制造技术的基

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其技术工艺、产品品质、设计研发实力、销售规模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提升。进入二十一

世纪以来，我国软体家具行业发展一直保持良好态势，根据CSIL统计，我国软体家具年产值已由2008年的134亿美元增长

至2017年的338亿美元，产值约占全球的46%；我国软体家具的消费量由2008年的80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214亿美元，消

费量约占全球的31%，是全球最大的软体家具生产国和消费国。

根据CSIL统计，我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软体家具生产国和消费国，而且是全球最大的软体家具出口国。 我国软体家具

出口额由2008年的55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126亿美元。 2017年，国内软体家具出口额占国内软体家具产值的37%。 我国

软体家具消费主要依赖国内自行生产，因此进口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我国软体家具进口额仅为2.76亿美元。

3、行业周期性特点

软体家具主要应用于家居装修，单位价值相对较高，使用时间相对较长。 软体家具的生产和销售会受到国民经济发展

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居民消费习惯的转变及房地产行业的景气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软体家具行业的周期

性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周期一致。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09万亿元，同比增长6.1%。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42,359元，同比增长7.9%，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28,063元，同比增长7.5%。 2019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41.16万亿元，同比增长8.0%，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由出口、投资转向消费，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秉持“精益求精、超越自我”的企业精神，以艺术诠释生活，以设计定义潮流，赢得了用户的一致

认可和业界的高度认同。 公司产品主要定位于现代简约式的设计风格，凭借强大的研发设计实力、精湛的工艺技术以及严

格的品质管理使产品品质不断提升，并依靠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以及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系统将公司产品推向市场，成功引

领着软体家具行业消费的潮流。 公司产品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较高的行业知名度和美誉度。

公司在国内软体家具领域形成了首屈一指的行业地位。

公司将向成为一家满怀激情、受人尊敬、世界领先的综合家居运营商的目标奋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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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2,259,985,166.39 10,500,029,872.23 16.76 6,560,921,483.63

营业收入 11,093,593,126.21 9,172,118,015.49 20.95 6,665,443,95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61,162,368.24 989,359,856.73 17.37 822,445,57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48,841,799.51 818,307,031.06 3.73 610,446,53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906,179,908.95 4,677,505,784.99 26.27 3,999,580,14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24,141,756.79 1,009,503,763.72 110.41 1,145,498,161.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8 1.68 17.86 1.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7 1.68 17.26 1.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1.98 22.96 减少0.98个百分点 22.26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459,761,740.03 2,550,419,954.96 2,764,603,807.94 3,318,807,62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384,959.50 263,323,567.53 358,410,232.95 244,043,60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6,318,394.02 235,203,793.9 233,026,559.93 184,293,05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427,665.47 447,799,079.36 728,953,488.37 698,961,5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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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5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06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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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86,364,600 296,574,600 49.28 0 质押 177,266,24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TB�Home�Limited 45,276,000 158,466,000 26.33 0 质押 68,654,300

境外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90,304 23,033,783 3.83 0 无 0 未知

李东来 1,647,600 5,766,600 0.96 4,036,62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20,000 4,620,000 0.77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4,084,618 4,084,618 0.68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288,826 3,637,652 0.6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汇添富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汇添富基金公

司混合型组合

2,985,878 3,164,778 0.53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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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2,187 2,402,187 0.40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30,263 2,377,366 0.4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顾江生持有顾家集团61.6%的股权，顾玉华、王火仙分别持有TB�Home�60%和40%的股权，顾玉华与

王火仙系夫妻关系，顾江生系顾玉华、王火仙之子，故顾家集团与TB�Home构成一致行动人；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顾家集团全资子公司，故两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综上，顾家集

团、TB�Home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李东来持有宁波双睿

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97.5%的股份， 李东来先生与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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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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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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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进一步发挥了行业龙头优势，坚

持打造职业管理体系和组织能力建设， 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09,359.31万元， 同比增长

20.95%，营业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116.24万元，同比增长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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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19日、2019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

法披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披露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4）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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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顾家（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香港）、杭州顾家工艺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顾

家）、南京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库卡）、无锡库佳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库佳）、常州库卡家

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库卡）、顾家家居河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河北）、KUKA� HOME� GMBH（以下简称

顾家德国）、杭州顾家艺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艺购）、顾家家居 (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宁波）、

KUKA� FURNITURE,INC.（以下简称顾家美国）、浙江领尚美居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尚美居）、浙江顾家梅林家居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梅林）、广州库佳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库佳）、顾家家居（曲水）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顾家曲水）、杭州顾家寝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寝具)、江苏链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链居）、杭州精效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原名杭州精效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精效）、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寝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寝具）、曲水顾家家居装饰服务有限公司（原名曲水顾家寝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水装饰）、杭州领尚美居家居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领尚）、杭州顾家定制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定制）、杭州顾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顾家智能）、宁波名尚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智能）、曲水顾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水智能）、河

北顾家寝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寝具）、顾家（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香港贸易）、杭州顾家椅家家居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椅家）、呼和浩特市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和浩特库卡）、适达（香港）进出口有限公

司（原名顾家家居（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适达进出口）、霍尔果斯库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

库佳）、曲水库卡功能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水库卡）、顾家智能家居嘉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智能）、南京

艺酷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艺酷）、顾家家居黄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黄冈）、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顾家投资）、浙江米檬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檬家居）、黄冈约瑟广胜成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黄冈约瑟合伙企业）、班尔奇家具(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班尔奇）、宁波卡文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卡文家居）、杭州宽邸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邸家居）、玺堡（福建）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玺堡）、泉州玺堡家

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堡家居）、玺堡家居（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来西亚玺堡）、玺堡(惠州)家居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玺堡）、玺堡（临沂）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玺堡）、RolfBenzAG&Co.KG� Nagold,Germany�

（以下简称RolfBenz）、RB� ManagementAG� Nagold,Germany（以下简称RB� Management）、纳图兹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纳图兹）、东莞优先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先家居）、PremierInternationnalSalesLimited（以下简称

PIS（HK））、库卡功能（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卡香港）、泉州玺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堡进出

口）、领尚家居（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尚家居）、纳图兹贸易（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图兹（杭州））、新疆睦

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睦辰）、浙江库佳家居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库佳）、罗福宾士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福宾士贸易）、庄盛实业（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盛实业越南）、庄盛家具（越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庄盛家具越南）、KUKA� HOME� ITALIA� S.R.L（以下简称顾家意大利）、浙江库卡招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库卡咨询）、嘉兴云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冠投资）、嘉兴云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居投资）、嘉兴云曼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曼投资）、嘉兴云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冕投资）、PremierFurnitureOfNorthAmerica,

LLC（以下简称美国优先）、浙江库卡定制家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卡定制）子公司及孙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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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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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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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53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

分）采用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097.31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共计募集资金109,731.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849.06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08,881.94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于2018年9月18日汇

入公司在浙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开立的账号为3310010110120100402848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审计费用、 律师费

用、法定信息披露费用、债券发行登记费用、摇号费用及公证费用95.16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08,786.78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验证，并由天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338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34,399.4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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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7万元；

2019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3,531.04万元，2019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34.99万元；累计已

使用募集资金47,930.44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94.26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3,050.60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不包

括期末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8,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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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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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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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于2018年

9月27日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

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18年10月18日，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顾家智能家居嘉

兴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实施募投项目“年产80万标准套软体家具项目（一期）” 的全资子公司顾家智能家

居嘉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智能公司” ）增资63,500万元，并于2018年10月15日与顾家智能家居嘉兴有限公司、中

信建投证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四方监管协

议” ）。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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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元） 备 注

浙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3310010110120100402848 497,607.38 活期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支行 571912554110101 30,008,375.34 活期存款

合 计 30,505,9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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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年产80万标准套软体家具项目（一期）部分用地取得时间因为政府土地指标

调整延迟，导致募投施工进度较原计划滞后，无法在原定时间（2019年12月31日）前完工建设，公司根据目前施工进度及

项目整体规划，将该募投项目的建设期延长至2022年9月30日。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3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度

编制单位：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8,786.7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531.0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930.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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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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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80万标准套

软 体 家 具 项 目

（一期）

否

108,

786.78

108,

786.78

108,

786.78

13,

531.04

47,930.44 60,856.34 44.06

2022年9

月

4,

137.53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108,

786.78

108,

786.78

108,

786.78

13,

531.04

47,930.44 60,856.34 44.0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因本次募投项目部分用地取得时间因为政府土地指标调整延迟， 导致募投项目施工进度较原

计划滞后，无法在原定时间内完工建设。 公司决定对项目计划进度规划进行优化调整，考虑目

前施工进度及项目整体规划后，最终将该项目的建设期延长至2022年9月30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8,548.60万元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已于2018年10月22日划转了上述募集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8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2018年

12月、2019年1月、2019年2月、2019年5月和2019年10月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80,

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8,000万元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8,000万元。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因本次募投项目部分用地取得时间因为政府土地指标调整延迟，导致募投项目施工进度较原计划滞后，无法在原

定时间内完工建设。 公司决定对项目计划进度规划进行优化调整，考虑目前施工进度及项目整体规划后，最终将该项目的

建设期延长至2022年9月30日。 由于募投项目整体暂未完工，故无法计算是否达到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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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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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2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599-1顾家大厦以现场

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公司于2020年4月12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以及会议相关材料等。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名。 会议由董事长

顾江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2019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3、审议通过《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4、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报告》。

5、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贷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贷款额度的公告》。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对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经综合考量各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

因素后，经慎重研究作出的决定。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项目开发经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

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基于以上考量，同意公司拟以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60,000万元为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11、审议通过《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1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13、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4、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1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顾江生、顾海龙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18、审议通过《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19、审议通过《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20、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1、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2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3、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2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5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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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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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2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599-1顾家大厦以现场

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以及会议相关材料等。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褚礼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调整，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财务信息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5、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公司基于外汇业务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利于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防范和控制外币汇率风险，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同等价值外汇

金额）开展2020年度远期结售汇业务，每笔业务交易期限不超过三年，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保证资金安全且满足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

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7、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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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应了

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9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我们保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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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8、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10、审议通过《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全面、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11、审议通过《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1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13、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14、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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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

应了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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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我们保证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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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结果：赞成3名，反对0名，弃权0名。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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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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背景及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修

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相关规定。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

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修订）（财会[2017]22号）的相关规定

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的日期

上述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修订后的新收入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并引入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模型；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进行调整。 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修订）（财会[2017]22号）的相

关规定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调整，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财务信息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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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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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家居”或“公司” ）于2020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为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有效防范和控制外币汇率风险，同

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同等价值外汇金额）开展远期结

售汇业务进行套期保值，每笔业务交易期限不超过三年。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实施。 在决议有效期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的目的

目前公司销售包括境内销售和境外销售两部分。公司境外销售的外汇收付金额较大，外汇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成果可

能产生影响。为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利用远期结

售汇的套期保值功能，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二、远期结售汇业务概述

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是与日常经营紧密联系，以真实的进出口业务为

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的。 远期结售汇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避险金融产品，是通过外汇指定银行与

客户协商签订远期结售汇协议，约定未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币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时，即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办

理结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把汇率的时间结构从将来转移到当前，事先约定了将来某一日向银行办理结汇或售汇业务的汇

率，从而锁定当期结售汇成本。

三、远期结售汇的规模

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同等价值外汇金额）开展2020

年度远期结售汇业务，每笔业务交易期限不超过三年。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实施。 在决议有效期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业务产生

的各项费用将按银行的收费标准执行。

四、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一）风险分析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售汇汇率报价可能偏离公司实际收付时的汇率，造成公

司汇兑损失。

2、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3、回款预测风险：公司业务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

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风险管控，及时掌握客户支付能力信息，努力提高回款预测

的准确度，加大跟踪催收应收账款力 度，尽量将该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2、在签订远期结售汇业务合约时严格按照公司预测的收汇、付汇期和金额 进行交易，所有远期结售汇业务均有真实

的交易背景。

3、上述业务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不得与非正 规的机构进行交易。

四、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基于外汇业务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利于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防范和控制外币汇率风险，不

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同等价值

外汇金额）开展2020年度远期结售汇业务，每笔业务交易期限不超过三年，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基于外汇业务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利于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防范和控制外币汇率风险，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同等价值外

汇金额）开展2020年度远期结售汇业务，每笔业务交易期限不超过三年，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本次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关于本次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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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贷款

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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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2020年度经营发展的需要，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家居” 或“公司” ）及其全资子（孙）公

司、控股子（孙）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业务，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00万元。 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

款、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押汇、保函、代付、保理等。 授信期限及各银行审批的授信额度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授信期

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筹划需要向银行进行贷款业务。

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管理层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公司向各大

银行申请办理具体业务时，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办理相关手续（包括授信项下各种具体融资业务的办理，该融资业务包

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押汇、保函、代付、保理等），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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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

（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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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

顾家家居（宁波）有限公司、顾家家居黄冈有限公司、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顾家智能家居嘉兴有限公司、浙江顾家

梅林家居有限公司、班尔奇家具（上海）有限公司、杭州顾家寝具有限公司、泉州玺堡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玺堡（福建）家居

有限公司、玺堡（惠州）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玺堡（临沂）家居有限公司、顾家（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庄盛家具（越南）有限

公司、杭州顾家定制家居有限公司、宁波名尚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杭州精效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60,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各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为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一）公司拟对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0,000万元的担保。

（二）公司董事会拟授权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办理具体担保业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顾家家居（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宁波” ）

注册地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际商贸区一号办公楼1313室

法定代表人：王威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沙发、床、餐桌、椅、茶几等家具及其配套产品和零配件、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计算机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开发；电子商务技术开发；企业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85,437.89万元、负债总额234,506.3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32,544.5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134,685.87万元、营业收入675,282.8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56,775.71万元，无影响

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顾家家居黄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黄冈” ）

注册地点：黄冈市黄州区高新大道特1号

法定代表人：王才良

经营范围：家具及零配件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的进出口货物，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3,581.14万元、负债总额22,659.6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2,659.62万

元）、净资产20,921.52万元、营业收入15,851.05万元、净利润1,145.41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投资” ）

注册地点：香港

公司董事：顾江生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家具轻工业配套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及家具售后维修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8,974.91万元、负债总额12,547.7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11,093.05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66,408.37万元、营业收入56,012.6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855.83万元，无影响被担

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顾家智能家居嘉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智能” ）

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元丰东路260号

法定代表人：王才良

经营范围：智能家具的生产；家具及其配套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家具的维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33,622.23万元、负债总额49,885.65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48,295.68万

元）、净资产83,736.58万元、营业收入90,666.64万元、净利润1,592.03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五）浙江顾家梅林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梅林” ）

注册地点：杭州江东本级区块前进工业园区三丰路189号

法定代表人：王才良

经营范围：生产：软体家具； 沙发、床、餐桌、椅、茶几等家具及其配套产品的设计及批发；上述产品零配件的设计及批

发；从事上述产品及其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业务；商务服务,家居设计、家具安装服务；室内装修设计、施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94,996.66万元、负债总额62,161.44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62,030.80万

元）、净资产32,835.21万元、营业收入150,254.34万元、净利润3,699.01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六）班尔奇家具（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班尔奇” ）

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北翟路1444弄222号

法定代表人：毛新勇

经营范围：加工、生产、销售家具及相关五金件、三聚氰胺饰面纸板，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789.39万元、负债总额5,253.6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5,231.45万

元）、净资产5,535.77万元、营业收入12,951.01万元、净利润-507.33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七）杭州顾家寝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寝具” ）

注册地点：杭州江东本级区块前进工业园区三丰路189号5号厂房2层

法定代表人：王才良

经营范围：床、床垫及其相关零配件的设计、生产；批发、零售：寝具、家具、五金配件、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从事进出

口业务；服务：家具的上门维修，家居设计、家具的上门安装；室内装修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43,619.96万元、负债总额62,331.0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38,784.06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60,563.65万元、营业收入115,150.4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921.01万元，无影响被担

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八）泉州玺堡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堡家居” ）

注册地点：泉州市泉港区涂岭镇路口村

法定代表人：王才良

经营范围：沙发、海棉床垫、弹簧床垫、枕头、软床、床架、海棉制品、乳胶制品、床上用品系列、家私系列的研究与开发、

制造、加工、销售，机械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3,562.47万元、负债总额31,265.9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30,208.99万

元）、净资产42,296.54万元、营业收入80,580.17万元、净利润6,437.38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顾家寝具的控股子公司。

（九）玺堡（福建）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堡福建” ）

注册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涂岭镇路口村恒昂工贸内

法定代表人：刘龙滨

经营范围：沙发、海棉床垫、弹簧床垫、枕头、软床、床架、床上用品系列、家私系列的加工、制造、销售、研究与开发。（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0,049.88万元、负债总额28,087.1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8,087.19万

元）、净资产1,962.69万元、营业收入50,490.68万元、净利润1,082.09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顾家寝具的控股子公司玺堡家居的全资子公司。

（十）玺堡（惠州）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堡惠州” ）

注册地点：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正大路6号

法定代表人：刘国彬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负氧离子材料、生物科技材料、沙发、床垫、枕头、软床、床架、海棉制品、乳胶制品、床上用

品、家居系列。

财务状况：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5,795.05万元、负债总额5,472.5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5,

472.53万元）、净资产322.52万元、营业收入9,902.71万元、净利润-64.56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顾家寝具的控股子公司玺堡家居的全资子公司。

（十一）玺堡（临沂）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堡临沂” ）

注册地点：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经济开发区常林西大街与金茂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刘良冰

经营范围：沙发、海绵床垫、弹簧床垫、枕头、软床、床架、海绵制品、乳胶制品、床上用品系列、家私系列的研究与开发、

制造、加工、销售,机械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4,911.13万元、 负债总额4,203.67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4,203.67万

元）、净资产707.46万元、营业收入867.85万元、净利润-288.68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顾家寝具的控股子公司玺堡家居的全资子公司。

（十二）顾家（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香港贸易” ）

注册地点：香港

公司董事：顾江生

经营范围：从事家具、轻工业配套产品销售及进出口贸易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8,569.82万元、负债总额80,800.9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80,800.97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2,231.15万元、营业收入265,809.4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224.14万元，无影响被

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十三）庄盛家具（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盛家具越南” ）

注册地点：越南

公司法人：李云海

经营范围：沙发、床、椅子、茶几等家具及其配套产品的生产加出口。

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5,901.76万元、 负债总额4,545.11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4,545.11万

元）、净资产1,356.65万元、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43.51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顾家香港贸易的全资子公司。

（十四）杭州顾家定制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定制” ）

公司代码：6038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顾家家居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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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顾江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春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伟琴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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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3,865,935.24 12,259,985,166.39 -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92,387,349.74 5,906,179,908.95 3.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125,754.73 248,427,665.47 -261.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87,724,914.92 2,459,761,740.03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628,663.08 295,384,959.50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088,754.35 196,318,394.02 5.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6.00 减少0.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51 1.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50 4.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408,1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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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69,295.0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30,6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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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4,24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8,292.7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212,234.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00,059.21

所得税影响额 -25,064,411.34

合计 99,539,9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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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13,0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266,574,600 44.31 0 质押 141,584,240 境内非国有法人

TB�Home���Limited 158,466,000 26.34 0 质押 76,161,900 境外法人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顾家集团有限公

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质押专户

30,000,000 4.99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489,896 2.74 0 无 0 未知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7,005,304 1.1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东来 5,766,600 0.96 4,036,6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

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5,122,815 0.85 0 无 0 其他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620,000 0.7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637,652 0.6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汇添富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汇添富基金公司混合型

组合

3,164,778 0.53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266,574,6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574,600

TB�Home���Limited 158,4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466,000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顾家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489,896 人民币普通股 16,489,896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005,304 人民币普通股 7,005,30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5,122,815 人民币普通股 5,122,815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37,652 人民币普通股 3,637,652

汇添富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汇添富基

金公司混合型组合

3,164,778 人民币普通股 3,164,778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磐沣价值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084,222 人民币普通股 3,084,2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顾江生持有顾家集团61.6%的股权，顾玉华、王火仙分别持有TB�Home�60%和40%的股权，顾玉

华与王火仙系夫妻关系，顾江生系顾玉华、王火仙之子，故顾家集团与TB�Home构成一致行动

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顾家集团全资子公司，故两者构成一致行动人；

综上，顾家集团、TB�Home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李东来持有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7.5%的股份，李东来先生与宁波

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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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 原因

长期股权投资 21,638,578.59 238,820,271.78 -90.94 主要系转让股权投资导致

短期借款 187,580,090.40 286,964,390.89 -34.63 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

预收款项 900,351,482.66 1,492,159,042.34 -39.66

春节前经销商下单备货量较大，导致上年末预收款

较多，一季度陆续发货使预收款下降

长期借款 249,619,635.34 474,468,009.29 -47.39% 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

利润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 原因

投资收益 85,345,654.61 25,197,419.21 238.71 主要系财务性投资分红影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282,445.80 14,102.83 -108,464.39 主要系远期外汇公允价值波动

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1,125,754.73 248,427,665.47 -261.47

主要系上年末对经销商预收款较大，该订单在

本期发货，导致本期现金流入较少；同时，本期

公司加大了对供应商的付款支持，采购支出流

出较多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816,028.79 143,221,160.70 -31.70 主要系银行理财及金融产品交易波动的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9,183,358.54 -4,229,053.24 -5792.18 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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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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