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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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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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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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1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凤术

谢海霞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 189 号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 189 号

电话

028-67670333

028-67670333

电子信箱

zqb@fsmjj.com

zqb@fsmjj.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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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2,123,095.09

607,895,316.75

2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9,880,808.09

310,820,986.88

4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10,631,512.28

287,721,073.35

4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2,336,327.68

258,800,099.92

19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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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41

48.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41

4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3%

6.12%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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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1,843,814.73

6,674,100,153.59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89,076,798.05

5,578,271,353.96

0.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21,021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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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兵

境内自然人

43.70%

327,100,886

245,325,664

刘云华

境内自然人

27.70%

207,345,600

155,509,200

刘义

境内自然人

8.71%

65,165,760

48,874,3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3%

8,480,905

成都博源天鸿投资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
业（有限合伙）
人

0.73%

5,461,670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
司－分红险
人

0.41%

3,099,920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
司－自有资金
人

0.41%

3,099,900

光大永明资管－建设银行
境内非国有法
－光大永明资产策略精选
人
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0.35%

2,599,940

光大永明资管－建设银行
境内非国有法
－光大永明资产优势精选
人
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0.32%

2,399,930

许焕梅

0.27%

2,000,100

境内自然人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刘兵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云华为公司董事、
副董事长，刘义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兵为刘云华、刘义之弟，刘云华为刘
兵、刘义之姐。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成都博源天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融资融券信
用账户持 4,651,67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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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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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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总体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好。2021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4,212.31万元，营业利
润55,178.66万元，利润总额55,216.5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988.08万元，同比分别上
升22.08%、49.94%、49.91%和47.96%。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状况良好，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
671,184.38万元，较期初增长0.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58,907.68万元，较期初增长
0.19%；每股净资产7.47元，较期初增长0.67%。
（二）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在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好转情况下，公司紧抓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周期，稳步推进“巩固
基本盘，发力新赛道”的发展战略，内生增长和外延拓展双向发力，全面构建富森美新的发展格局。“巩
固基本盘”方面，公司通过提升管理、创新发展、多重发力，持续推进公司卖场大运营体系建设，促进公
司整体业务稳定发展；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目标管理建设和加强预算管理，合理配置资源；持续推进金融
服务和投资业务，多渠道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发力新赛道”方面，公司持续推动数字化升级，加强新零
售布局，着力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1、巩固卖场经营，持续推进公司卖场大运营体系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顺势而为，根据消费市场新趋势、新发展以及新变化，优化产品体系和品牌结构，调
整卖场业态结构，抓紧后疫情时代恢复性消费，推行全面营销和大数据营销，积极推动消费、引导消费，
促进了卖场繁荣发展，巩固卖场经营优势。同时，公司深入推进卖场经营管理模式变革和创新，推动落实
卖场店总负责制，全面下沉卖场招商、卖场营销相关职能，形成卖场“招商、运营、营销、物业、安全、
服务”经营管理六位一体，使各个卖场形成全面经营主体，公司卖场大运营体系建设已见雏形。
2、深化改革，推行目标管理建设和加强预算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全面推进目标管理和预算管理，科学分解各项战略目标，以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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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激励机制，激发组织活力，以促进目标任务的顺利实施。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NCC信息系统业财税
资一体化应用，充分发挥预算管理在企业经营中的计划、约束与激励作用，强化人财物资源配置，合理控
制运行成本，增强各项工作的计划性和各项费用开支的合理性，实施必要的分权和授权，充分调动各方工
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建立卓越绩效考核体系提供了有效支撑。同时，成立成都富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富众公司为平台深入推进经营管理改革。
3、持续推进金融服务和投资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金融服务业务方面，公司持续发挥资金、资源和平台优势，增资富森保理，扩大富森保理
业务发展范围、拓展业务发展空间、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扩大富森小贷业务规模，在科学预防和控制借
贷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推动公司金融服务业务的全面发展，有效提高了供应链金融效率和客户粘度，促进
了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投资业务方面，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投资公司的设立登记，进一步促进公司产
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的良性发展和产业整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4、数字化升级与新零售
（1）持续实施卖场数字化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与卖场商户的紧密合作，通过线上线下营销活动联动，实现卖场内全域流量的精
准转化。线下方面，截止上半年，公司通过大数据针对特定消费人群共策划大型活动9场，为卖场商户精
准获客提供了有力支撑。线上方面，公司与快手科技、新东方展览共同打造的“快手西南泛家居产业带直
播基地”在1月平稳落地。截止6月30日，公司通过快手、微信小程序等直播平台，组织直播24场，观看人
数超过16万，获客人数超过8万，订单转换超万单，直播带货量8万余件，实现销售额逾1700万元人民币。
同时，公司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分行，联合打造数字人民币消费场景。公司以开放场景体验为基础，
充分发挥渠道平台优势，创建数字人民币交易支付、转账缴费、薪资发放等应用场景，提升结算效率、降
低交易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支付环境。
（2）加大新零售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新零售业务布局，从单一零售转向多元零售形态,从“商品+服务”转向“商
品+服务+社交+场景+内容+数字化”。
a.推出家装自营和线上零售
报告期内，新零售公司投资设立成都焦糖盒子新零售有限公司，面向90后新人群，打造全新家居好物
严选品牌-焦糖盒子，聚焦品牌推广与价值沉淀，利用线上先进的引流工具获客引流。同时背靠富森美品
牌资源、逐步打造开放式供应链平台，大数据留存，精准分析家居行业客户画像，转化有效客户。推出
ALL-IN-ONE一站式自营家装业务和线上零售业务。
b. 布局家电与智能家居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与国内外数十家头部智能家居品牌和平台达成合作，进一步发力电器、智能家居，卡
位布局抢占市场，携手搭建家居家电整合优化场景，推进全屋智能化建设，打造智能生活、智慧场景的新
服务。
c. 以“内容+策展”提升卖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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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富森美新零售艺术品牌富森美术馆，举办多场专业艺术展览，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线下卖场
的流量，通过看展打卡，创意体验建立与年轻消费者的互动。未来，公司艺术品业务将聚焦“内容+策展”，
持续推进策展项目，探索内容策展与商业空间相结合的全新商业场域。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兵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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