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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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江淦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毅杰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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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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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7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雯姗

陈曼齐

办公地址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宁西工业园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宁西工业园

电话

020-87533019

020-87533019

电子信箱

ningji@suofeiya.com.cn

ningji@suofeiy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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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487,422,107.38

1,669,404,440.06

4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4,262,346.56

199,958,601.68

4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1,668,170.66

197,799,756.01

42.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6,266,680.93

311,473,772.02

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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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87

0.2267

4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87

0.2267

4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9%

8.68%

-1.1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6,018,813,351.80

5,338,166,687.03

1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59,448,918.50

3,888,385,780.44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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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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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江淦钧

境内自然人

24.26%

224,000,000

168,000,000 质押

44,300,000

柯建生

境外自然人

19.18%

177,124,000

132,843,000 质押

44,3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3.66%

33,761,481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低碳环保混 其他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80%

16,579,050

0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成长
其他
焦点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39%

12,799,997

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四零六组合

1.20%

11,084,012

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一一五组合

1.05%

9,68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丝
其他
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96%

8,837,909

2,450,518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富裕主 其他
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84%

7,718,13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81%

7,512,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股东江淦钧先生、柯建生先生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其余股东未知
的说明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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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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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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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凭借在柔性化生产制造、销售渠道、品类拓展以及大数据运营等方面综合竞争优势，公司在2017年1至6月实
现了营业收入约24.87亿元，比上期增长49.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94亿元，比上期增长47.16 %：
（一）品牌和销售拓展：
定制衣柜及其他配套柜类（索菲亚）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采用以经销商为主、以直营专卖店和大宗用户业务为辅的复合营销模式；其中经销商渠道的销售占
比91.75%、直营专卖店渠道销售占比3.85%、大宗业务渠道占比3.80%。截至2017年6月30日，“索菲亚”全屋定制产品拥有经
销商1100多位，全部店面超过2150家（含在装修店铺，不含超市店）,其中省会城市门店数占比19%，地级城市门店数占比
31%，县级城市门店数占比50%。截止至2017年6月30日，索菲亚客户数超过23.45万户，同比增长20.42%；实现客单价约9400
元/单（出厂口径，不含司米橱柜、定制木门），同比增长14.74%。2017年度下半年继续加密一、二线城市销售网点，鼓励“多
开店，开小店”，并实施县级经销商招募计划，下沉销售网络至四、五线城市。
整体橱柜（司米）
2013年开始公司战略向“定制家•索菲亚”，并提出“全屋定制”口号，致力于布局整体家居。2014年6月16日，司米厨柜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并快速开店，推行门店运营标准规范，实施司索联动，努力提高单店产出。截止2017年6月30日，司米厨
柜拥有经销商440家，经销商专卖店约660家（包括在设计中的店铺），实现营业收入2.69亿元，亏损比上年同期减少2,202.48
万元，亏损同比降低35.10%。受折旧摊销、高额前期管理费用拖累，目前司米厨柜仍处于亏损，但是随着更多专卖店的开
业和收入规模的扩大，司米厨柜将会逐步转亏为盈，成为公司未来营收的新增长点之一。2017年司米厨柜计划再新开200~300
家门店，继续加密网店，构建司索联动销售网络。
定制木门（米兰纳MILANA、华鹤）
公司于2017年4月合资设立了索菲亚华鹤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菲亚华鹤”）。2017年5月，索菲亚华鹤陆续完成了
原木门经销商体系的承接，宣贯了索菲亚华鹤经营战略方向；同时进行索菲亚体系门业品牌宣导，积极推进索菲亚华鹤渠道
开拓任务。索菲亚华鹤采用双品牌运作模式（米兰纳MILANA、华鹤），截止2017年6月30日，索菲亚华鹤共有米兰纳MILANA、
华鹤品牌定制木门门店逾280家。2017年下半年索菲亚华鹤计划新开木门店面100家门店，并进行原有店面优化、换样工作。
（二）产能：
定制衣柜及其他配套柜类（索菲亚）
自2012年开始逐步在全国生产基地投入柔性化生产线，索菲亚衣柜及配套定制家居产品的牢固基础已经打下。公司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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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廊坊、浙江嘉善、四川成都、湖北黄冈以及广州增城已经建设了五大生产基地。截至报告期末，华南、华北、华东、西南、
华中工厂均已正常生产，覆盖全国销售网络的生产支撑体系已形成。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索菲亚”定制衣柜及其配套定制柜
生产基地年度月平均实际生产达到16万余单，上半年平均产能利用率平均为85%。为满足年底旺季及的大量市场需求，下半
年将通过持续的设备投入及技术改进到12月产能将达到30万单以上。工厂2017年上半年平均交货周期（指确图订单下到工厂
直到货物生产完毕可安排物流的期间）为10天左右。
公司2016年7月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在未来3~4年用于智能化改造以及信息技术升级。投产后生产效
率将会进一步提升。
整体橱柜（司米）
位于增城的司米厨柜工厂已于2015年6月开始调试，2015年第四季度已经开始试产。目前生产日均产能190单/天；2017
年生产日均产能目标计划为240单/天。
定制木门（米兰纳MILANA、华鹤）
索菲亚华鹤若顺利达产，将具有45万樘木门产品以及12万平方米木窗产品产能储备（合计对应10亿元产值，按照两班制
测算）。
（三）品类拓展
1、进入“索菲亚全屋定制”时代，扩充产品品类
进入2017年，索菲亚拥有八大空间系列定制（卧室空间系列、书房空间系列，儿童房空间系列、老人房空间系列、客餐
厅空间系列、入户玄关空间系列， 厨房系列空间系列以及阳台空间），针对不同房屋户型、不同装修风格、不同消费人群
的“智定家居”解决这些需求，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完整的家居解决方案。继2016年向市场推出两大色彩产品系列（芒通黄、阿
尔萨斯蓝）及实木系列产品系列（安纳西系列、卡尔卡松系列以及吉维尼系列）后，为了提高对年轻消费者的吸引力，2017
年上半年索菲亚推出了自然系列（白朗峰橡系列、塞纳枫晴系列）、雅致新古典系列（诺曼系列、羽之爵系列）以及板木系
列（空灵系列），延展原有八大产品空间系列定制，增加产品覆盖的消费者人群范围。
在非定制类家具方面，公司陆续推出了床、餐桌、书桌等实木类OEM产品，与其他知名品牌合作，协同销售床垫、枕
头、床上用品、茶几、沙发等产品，2017年上半年开启了定制窗帘产品，下半年已经正式向渠道供货。索菲亚希望通过“一
站式”的全屋家居服务，凭借着“索菲亚”的品牌实力，覆盖全国的服务体系和供应链，力求实现“为更多的家庭定制专业的全
屋家具家品解决方案”的愿景。
2、持续进行“799元/㎡”政策， 让利用户；推出“19800元投影面积16m2”、“27800元22m2”全屋定制钜惠套餐
2015年全年推行“799元每平方米”和“899每平方米”连门带柜的定制衣柜促销套餐，导流效果显著。凭借目前公司柔性制
造的规模优势，2016年全年公司继续深化推进“799 ”套餐，把市场占有率和渗透率作为首要经营指标，拉大与市场对手的差
距，巩固定制衣柜的行业龙头地位，大大加快市场占有率和品牌渗透率的提升。
3、推出索菲亚3D数字展厅，推进“所见即所得，所得即可买”愿景的实现
自2014年开始，公司致力于研发更多有效的工具，有效增强消费者对定制家居设计的参与度，改善消费者的用户体验，
降低交易成本。2016年的核心工作在于在渠道推行索菲亚3D数字展厅（即索菲亚3D立体投影），在重点门店配置VR虚拟现
实眼镜、全息立体幻影成像等工具。通过索菲亚3D立体投影实现单空间多功能、多款式样板房展示，打破传统展厅样板间
展示款式有限且制作、更新成本高的阻碍，给消费者带来直观、多样性的空间体验。与此相配套，2016年7月索菲亚推出了
一款3D家居设计软件以及3D家居设计软件DIY Home。简洁的用户操作界面，将复杂的设计过程转变为智能操作，快速设计
并实时渲染全屋装修效果图，不但提升店面的工作效率，还大大提升了客户体验。2017年下半年继续在用户体验和方案效果
等方面持续进行研发和改进，努力达到更优水平。
（四） 打造数字化生产、管理、营销与决策体系
为实现大家居战略发展规划，公司提出了“创新、分享”的管理理念。“信息与数字化中心”的成立将作为公司转型至智能
化，自动化和数字化的关键引擎。一切以自动化数据为驱动和引擎的运营方式将是公司的关键目标，以此为背景，公司数字
化的战略规划正在被稳步实施与推进：
（1)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的深度落地对全球，特别是中国消费者的思维习惯，消费方式和沟通渠道等众多领域产生巨大
影响。 在此背景下，建立消费者与索菲亚品牌、产品以及运营团队的互动、互信以及互联的关系作为企业数据化转型的重
要内容。一系列电子商务，特别是O2O的推进计划正在被稳步推进。
（2)消费者可以通过快速、准确和便捷地信息技术平台与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以及总部互动，从而产生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的数据，以此触发企业整体供应链的高效运作。
（3)以精准数据以及设备互动为目标的智能制造正在被进一步优化与提升，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制造，并快速
准确地为市场供应产品和服务。
（4)以逐步完善的企业整体信息技术系统为平台，打造企业对外、对内的大数据中心，从而全面实现企业管理数字化，
产品研发数字化，生产制造数字化以及市场营销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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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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
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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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围

况说明

重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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