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833143      证券简称：贝特创意          公告编号：2016-017 

 1 / 10 

 

江苏贝特创意环境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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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v2.neeq.com.cn/）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况。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计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进

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负责人：韩宁 

办公地址：江苏苏州市高新区金山东路 233号 

电   话：0512-68418851  

传   真：0512-68418851 

电子邮箱：stai98@126.com 

互联网网址：http://www.btevolution.com 

http://www.btevolu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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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85,037,707.17 79,876,255.12 6.46% 

负债总计 59,540,463.70 52,854,436.82 12.6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497,243.47 27,021,818.30 -5.64% 

营业收入（元） 62,143,041.94 59,200,564.06 4.9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24,574.83 598,019.56 -1,191.0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895,156.45 -1,897,847.8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45,663.38 -6,572,076.7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6 2.2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0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02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0.80 0.90 - 

2.2 股本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3,162,500 43.87% 6,209,000 19,371,500 60.5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2,969,500 9.90% 1,240,000 4,209,500 13.15% 

     董事、监事、高管 1,875,000 6.25% -1,734,000 141,000 0.44%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837,500 56.13% -4,209,000 12,628,500 39.4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16,837,500 56.13% -4,209,000 12,628,500 39.47%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30,000,000 - 2,000,000 32,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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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售

股份数量 

1 尤东明 19,807,000 -2,969,000 16,838,000 52.62% 12,628,500 4,209,500 

2 

苏州市金辰盈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990,000 0 4,990,000 15.59% 0 4,990,000 

3 尤雅 2,550,000 0 2,550,000 7.97% 0 2,550,000 

4 周雪清 0 1,000,000 1,000,000 3.13% 0 1,000,000 

5 王昊 0 800,000 800,000 2.50% 0 800,000 

6 汪洋 0 620,000 620,000 1.94% 0 620,000 

7 林植君 0 400,000 400,000 1.25% 0 400,000 

8 王云亭 0 398,000 398,000 1.24% 0 398,000 

9 朱翠萍 0 319,000 319,000 1.00% 0 319,000 

10 施亮 0 220,000 220,000 0.69% 0 220,000 

合计 27,347,000 788,000 28,135,000 87.93% 12,628,500 15,506,5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股东尤雅系股东尤东明的侄女；公司法人股东金辰盈投资的控股股东

尤成系股东尤东明之子；公司法人股东金辰盈投资的股东唐绿叶系股东尤东明之妻。 

注：上表中期末持股比例的合计数为根据表格里已经四舍五入过的计算结果加总合计。 

 

三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商业模式 

1、木质家具业务模式 

    公司木质家具业务专注于中高端定制化的新中式创意木质

家具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涵盖了木质家具和餐具、茶具、

灯具、摆设、装饰艺术品等。公司掌握了产业链的前后两端，即

设计端和销售端，而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的生产厂

家。 

    公司拥有专业设计师团队在苏作明式传统经典木质家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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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之上提炼创新，在中高端红木、中端红木和硬木木质家具等

领域研发、创新，形成原创中式生活产品。目前，公司木质家具

产品的生产全部发包给专业的木器木质家具生产厂家代工，既扬

长避短发挥专业生产厂商的制造技术优势，又可以节约投入，提

高公司的整体利润率。 

目前，以公司直营店为主要渠道将木质家具产品售予消费者，

未来公司将拓展代理商渠道、专属定制渠道、网络销售、设计师

渠道销售等多中销售渠道。通过直营店树立品牌形象，通过代理

商拓展渠道，以求迅速打开市场，扩大市场知名度。 

    2、装饰装修业务模式 

    公司装饰装修业务专注承接公装工程，住宅精装修工程，通

过提供装饰工程设计，装饰工程施工，以及后续维修服务，从而

获取收益。 

在设计环节，贝特装饰以资深设计团队为核心，与国内高等

院校建立人才合作机制，与国内著名设计团队合作，建立完善的

管理程序，保证设计的技术先进性和人才的持续成长与培育，以

提供高品质的设计方案。 

在施工环节，贝特装饰施行独立项目直接管理的方式进行产

品生产，贝特装饰具备完善的供应商管理制度，供应商信息库不

断进行更新和储备，确保及时供货；按时准点高质量的完成施工

任务。 

通过对以上环节的管控，确保按照合约完成合格订单从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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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应利润。并在此基础上经营好与客户的关系不断扩大客户群

以此稳步拓展形成良性循环不断发展壮大。 

3.2 经营回顾 

（一）、财务情况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14.30 万

元，相较于去年同期的 5,920.06 万元，增加了 294.24 万元，

上升 4.97%，公司收入较稳定。   

本报告期内的营业成本为 5,343.03 万元，相较于去年同期

的 4,990.27万元，增加了 352.76 万，上升 7.07%，主要原因是

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营业成本随之增长，但由于建筑业竞争压力

加大，导致公司多数项目低利润中标，致使营业成本的增长幅度

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 

本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为-652.46万元，相较于去年同期下

降了 1,191.03%，主要原因是本年应收账款计提坏账较多，造成

净利润大幅下降。 

（二）业务经营状况  

母公司的竞争优势 

1、 中高端定制设计与文化创意相结合 

贝特创意目前已经研发设计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木质

家具单品近 200 件，已经获得外观专利近 40 项；将不断进行新

产品的研发设计，满足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对创意中式木质家具

等系列产品的不断需求。公司设计的产品是在苏作明式传统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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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家具的基础之上提炼创新，在中高端红木、中端红木和硬木

木质家具等领域研发、创新，形成原创中式生活产品的系列化、

风格化、时尚化、品牌化、国际化，使其成为新的苏州名片。公

司将不断研发设计与创意中式木质家具配套的灯具、餐具、茶具、

摆设等产品，对灯饰的艺术造型和新光源的结合，智能化、环保

性的深入研究和开发；结合室内外环境艺术设计，形成崭新的一

体化创意中式生活方式。 

2、品牌推广 

虽然“贝特”品牌在国内装饰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作为文

化创意为核心的“东辰明瀚”才刚刚起步，如何在新中式家具的

新领域打响以苏式家具为核心的创意苏式文化品牌，同时，以最

快的速度构建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是公司管理层的重要工作：公

司瞄准国内两大国际性家具展会，借势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继 2014年 9月上海国际家具展上获得“创新奖”后，在 2015年

3 月和 2016 年 3 月的第 30 届和 31 届深圳国际家具展上连续斩

获“金汐奖”金奖等奖项 。初步确立“东辰明瀚”品牌在创新

新中式家具领域里的地位。同时，公司与招商快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就对“东辰明翰”品牌传播及品牌定位，市场推广拓客等

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3、产品创新 

依据公司对“东辰明瀚”品牌的战略定位，作为以苏州传统

文化为背景的苏作创新家具“东辰明瀚”如何能够更贴近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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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公司作了如下的战略安排：2016 年完成了产品的有效

布局，即形成深色北美红橡居家系列和浅色北欧榉木商务休闲系

列两大领域。以满足追求新中式文化的中高端用户需求；在高端

红木领域，公司致力于高品质、高附加值、高个性化产品的研发

创新，创造新经典，以填补国内现代中式的市场空白。 

公司完成苏作创新家具为核心的配套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化，

包括茶具、餐具、灯具、摆设和艺术品等。目前已有部分产品成

型。 

4、智能制造 

2016 年底，公司与红领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的整

体战略将依托红领集团的 C2M 模式,实现公司家具板块集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和物流于一体的核心竞争力，打造个性化定制

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新业态。C2M模式将彻底、有效解决目前公司

面临的库存问题、设计问题、营销问题、成本问题，竞争力不足

等诸多问题，可以帮助企业转型升级成功。这套模式的路径和方

法可以为公司提供方案，建立数据库系统，实现智能设计。该项

目已列入苏州市高新区政府智能制造项目库。 

子公司的竞争优势 

1、 品牌优势 

“贝特”品牌在苏州市乃至江苏省有一定的知名度，商标已

经被认定为江苏省著名商标，苏州市知名商标。贝特装饰在精装

修房市场上经验丰富，虽与行业内龙头企业还有较大差距，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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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还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 

2、项目团队及经验优势 

贝特装饰成立于 1993 年，专为室内和公众空间装饰提供设

计、施工、维修、售后一体化服务，至今已走过了 22 个年头。

22 年来贝特装饰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聚集及吸纳了具有

高级建筑师、高级工程师、国家突出贡献专家等设计、管理人员，

其中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 12人，二级建筑师 10人，高级工程师

3 人，工程师 18 人。也积累了丰富的装饰装修工程经验。在区

域内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三）公司治理逐步完善，助推公司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加强企业管理，完善了公司风险控制机

制及各项规章管理制度。公司继续加强了人力资源整合，优化部

门结构和人员配置，提高人力资源效率，建立了有效的绩效管理

体系和激励机制，努力控制人力资源成本。同时募集资金能有效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进而更好地支持公司  2017 年市场拓展工

作，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3.3经营计划及目标 

 “三步走”战略进度表： 

（1）2017年，建成标杆生产线，实现打烊并小批量的定制

生产； 

目标：工业生产体系整体架构与搭建（产品标准化/模块化，

工艺标准化/ 作业标准化/管理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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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建成数字化工厂，实现满足客户大批量流水

化生产； 

目标：标杆生产线的迭代升级, 各体系实现信息化（配合数

据信息流的最精益生产线，全价值链各流程具备信息化能力）； 

（3）2019年，建成智能化工厂，实现客户数据驱动的智能

生产； 

目标：全价值链的贯通，完全实现数据驱动（个性化定制平

台+大数据中心+个性化智能制造）。 

2017年公司经营计划要点：  

1、家具板块 

2017 年，公司将全力建成标杆生产线，通过其快速对接，

柔性生产的方式打造“东辰明瀚”品牌知名度；同时，也使其成

为对接 B端客户的抓手。鉴于公司家具板块处于起步阶段，公司

的经营策略为： 

（1）以 B 端业务为主，在长三角导入 3 家（目前合作的有

JA693 网,正在洽谈的有 JAJA HOME 软装电商平台、太平洋家居

网和诠释杂志）以上专业媒体或专业设计师平台，推动品牌传播

和带动设计师渠道业务的发展; 

（2）在长三角开 5-10家代理商专卖店，公司将以今年 3月

份广东东莞家具展为契机，推出新产品，完成拓展经销商的目标；

同时，全力推进南京经销商专卖店设立，从价格体系、店面包装

和厂店对接等体系的完善，形成示范效应，以店带店推进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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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布局； 

（3）人力资源部需加快引进关键岗位的关键人才；同时，

相关的制度需尽快建立和完善。 

2、装饰装修板块 

（1）公司通过维护现有老客户，开发新客户等措施完善子

公司的自营业务，保持装饰装修板块业绩的稳步增长； 

（2）公司积极尝试招募有与公司长期共同发展意愿的机构

和个人，组建合作模式，以不断完善公司的经营思路和方法，使

公司向管理型企业方向发展； 

（3）公司拟成立精装修房的研发部，以研究优化精装修房

营销施工的管理方法，提升精装修房的品质和盈利能力。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没有发

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说明。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4.4天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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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贝特创意环境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