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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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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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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8 年 3 月 30 日总股本 133,365,14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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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洁具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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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国内高端卫浴品牌企业，特别是在亚克力卫浴领域，公司已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为以
亚克力材质为主的坐便器系列产品、浴缸系列产品、浴室柜系列产品以及淋浴房系列产品以及配套的五金龙头配件产品，同
时公司已逐步开发和销售高端陶瓷卫浴。公司除前述主要系列产品外，还有五金挂件、亚克力板材、桑拿房等补充产品。
报告期内，帝王洁具卫浴产品主要以线下经销商网络为主，辅以电子商务、整体家装以及互联网家装等渠道销售到终端
客户，以零售为主，工程销售比例相对较少。
帝王洁具部分产品效果图展示：公司开创性将亚克力卫生洁具专用板运用于坐便器、面盆等卫生洁具产品的生产，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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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提供了个性色彩整装卫浴空间的解决方案。

截至本报告期披露之日，公司已完成与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交割事项，欧神诺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公司已成功切入高端瓷砖领域。
欧神诺主要从事高端瓷砖技术研发、生产以及销售工作。欧神诺建有国内先进的建筑陶瓷研发中心，设立了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同时在报告期也通过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凭借雄厚的研发设计实力，欧神诺始终定位于建筑瓷砖的中高
端市场，在业内树立了“绿色科技人文”的品牌形象。欧神诺的产品线涵盖了建筑陶瓷的全部品类，主要产品包括了玉质瓷砖、
大理石瓷砖、普通瓷质抛光砖、仿古砖、瓷片等全部主流产品大类及800多个规格花色，可以满足客厅、餐厅、厨房、卫浴、
卧室、书房、地窑、阳台、背景、外墙等各类室内空间、各种档次以及风格的装修用砖需求。
欧神诺在渠道方面建立了以工装客户和经销商客户为主的销售模式。拥有包括华耐、惠泉等全国性的大型经销商，以及
遍布全国主要省市的区域性经销商；工装渠道方面，拥有包括碧桂园、万科、恒大等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客户。
欧神诺瓷砖部分效果图展示：欧神诺依托强大的自主研发优势，结合国内外市场消费潮流，不断开发出艺术内涵丰富、
使用便捷、效果美观的建筑陶瓷产品，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对装饰效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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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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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533,667,157.83

427,457,290.73

24.85%

386,932,77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525,124.98

50,631,100.41

7.69%

53,421,87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339,613.37

43,531,868.83

-9.63%

39,735,528.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678,450.10

31,333,342.68

221.31%

62,135,11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

0.65

-3.08%

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

0.65

-3.08%

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5%

10.06%

-1.21%

14.7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259,521,343.04

657,548,330.01

91.55%

464,367,24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0,819,245.27

585,797,640.69

79.38%

387,522,947.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73,054,603.33

149,644,645.93

138,571,615.67

172,396,29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08,042.19

22,222,158.45

7,589,492.70

22,805,43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10,579.59

21,440,064.61

4,245,845.40

17,764,282.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380,821.02

15,317,883.60

25,711,064.66

54,268,680.82

营业收入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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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8,77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90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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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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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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

境内自然
人

20.79%

18,749,154

18,391,854

质押

12,840,000

陈伟

境内自然
人

20.19%

18,207,917

17,850,917

质押

13,272,000

吴志雄

境内自然
人

20.19%

18,207,917

17,850,917

质押

16,669,800

苏州文景九
境内非国
鼎投资中心
有法人
（有限合伙）

2.24%

2,016,742

苏州永乐九
境内非国
鼎投资中心
有法人
（有限合伙）

1.91%

1,722,845

黄振龙

境外自然
人

1.66%

1,499,190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
互联网加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8%

794,781

国开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7%

787,700

泰康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
公司－投连
－行业配置

其他

0.75%

678,482

泰康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
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0.63%

57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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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文景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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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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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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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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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宏观经济平稳发展，房地产业在2017年有小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6.9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7.7%；商品住宅销售面积14.4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5.3%，增长幅度虽较去年同期下降，仍实现了自2014
年以来连续4年增长；根据中国居民装修习惯，首次装修后8-10年将进行二次装修，中国房地产业于2008年后加速发展，现
有大量存量住户将面临二次装修选择；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房地产业的持续增长以及存量房二次装修需求将为大家居建材行业带来持续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目前家居、建材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竞争激烈、行业高度分散等诸多问题，这也是大家居建材行业所普遍面对的。随着
国家对企业环保达标督察日趋严厉，国民消费升级，品牌意识增强等因素的影响，未来行业内大量的低端产能将被市场化逐
步淘汰出局，行业集中度必然提高，具有品牌优势、技术优势、渠道优势和资金优势的企业将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推行装配式建筑全装修成品交房，积极与地产商合作，切入全装修成品房市场将
成为家居建材行业快速发展的突破口。作为从事家居、建材制造的企业，为了持续获得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度以及掌控终端能
力，通过渠道布局或者各个品牌间通过股权关系进行强强联合是必然选择。
面对行业机遇以及未来的整合趋势，2017年公司董事会积极顺应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特点，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
作，具体如下：
1、提升公司信息系统，保障高效运营。为了更好的为销售渠道提供支持与服务，支撑公司销售的快速增长，提高运营
效率。公司在2017年根据业务的实际需求，建立CRM（含WMS）系统，并成功上线运行。该项目的上线将整合销售渠道基
础信息、渠道销售管理、仓储WMS管理、售后服务管理、系统功能集成、移动平台于一体，实现从经销订货到配送、核单
等系列流程电子化。公司通过该系统将有效整合公司资源，增强客户服务，提高运营效率，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基。
2、加大品牌宣传力度，以“天生色彩+”为主线的年度品牌推广。为配合公司亚克力卫生洁具的色彩特点，公司于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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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出“色彩明星季”等活动，配合户外、互联网、高铁、机场、新媒体等渠道进行全方位的品牌传播及宣传。为加大海外品
牌建设投入，公司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广告，将“中国造”带给全世界。公司品牌LOGO、色彩卫浴概念深入人心，公司品牌
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幅提升。
3、2017年，公司继续加大招商力度，增加传统零售渠道的覆盖面，填补空白市场，实现各区域全面增长。同时，为适
应销售渠道的变化，公司加大对电商、家装等渠道的投入，已建立与千余家家装公司的合作。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3,667,157.83元，同比增长24.85%。
4、2017年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已完成与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交割事项，欧神诺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将对公司的2018年的经营情况产生重要的影响。
欧神诺一直以来整体经营思路清晰，对行业的认知和市场判断准确，2017年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具体如下：
1)基于与主要房地产开发商长期良好合作所累积的品牌信誉优势及累积的为大型工程客户服务方面的综合优势，欧神诺
抓住了房地产行业加快整合与精装房快速普及给建筑陶瓷行业带来的结构性机遇，对工程客户的销售实现持续快速增长，报
告期欧神诺工程销售同比增长40.75%，带动了公司整体增长水平的提升。同时，由于大型工程客户的需求量大、品类相对
集中，有利于欧神诺充分发挥生产制造方面的规模经济性，降低了平均生产成本，进而较大提升了欧神诺的盈利水平。
2)欧神诺的经销商数量快速增加，截至报告期末，共有一级经销商397家，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区域尚待布局。在
经销商渠道建设方面，欧神诺不仅重视线下渠道的布局与服务体验，还建立了以“欧神诺在线（www.oceano.com.cn）”网站
为核心的线上管理平台。一方面，为经销商、供应商和企业内部各部门提供了业务协同的集成系统；另一方面，为经销商门
店的终端产品及装饰效果提供了快速云设计与渲染平台、线上展示平台、线上线下结合的导购平台、促销平台，为欧神诺持
续快速拓展经销商渠道、增加终端经销商数量提供了高效的支持平台。因而，在报告期，在整体建筑陶瓷零售市场不景气的
情况下，欧神诺的经销商渠道销售同比增长21.41%、取得了较快的增长，盈利水平也有所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卫生洁具

421,914,121.91

276,316,483.39

亚克力板

108,987,800.58

99,978,799.68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34.51%

24.22%

25.56%

-0.70%

8.27%

27.92%

41.93%

-9.05%

毛利率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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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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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
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报告将列式其他收益：33,689,217.25元。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
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本报告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54,525,124.98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0.00
元。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出台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会计估计变更
鉴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欧神诺98.39%股权的事项已于2017年9月28日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该
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的资产、业务构成将发生较大的变化，为更加客观、真实和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公司根据收购欧神诺以后的业务规模和特点，并参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相关会计估计，对相关会计估计进行
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披露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7）。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变更将影响：应收账款增加676,239.98元；其他应收款增加71,534.36元；资产减值损失减
少 747,774.34元。
2）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摊销方法不会对报表产生影响；
3）固定资产则就方法变化对报表不产生影响；
4）无形资产后续计量的会计估计变化将影响：无形资产增加6,408.00元；管理费用减少 6,40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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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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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1,890.00%

至

1,940.00%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区间（万元）

3,796.92

至

3,892.32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90.8
2018 年 1 月，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欧神诺已
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欧神诺 99.9939%股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8

鉴于 2017 年 1-3 月净利润数据未合并欧神诺业绩，所以基数较小。公司
2018 年 1-3 月的业绩预计同比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合并欧神诺一季度
的财务数据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