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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上市企业

2019前三季度

营收、利润表

企业名称

欧派家居

索菲亚

尚品宅配

好莱客

金牌厨柜

皮阿诺

我乐家居

志邦家居

顶固集创

营业总收入

（亿元）

95.35

53.12

50.58

15.57

13.87

10.08

9.25

19.58

5.98

同比增长

%

16.33

4.03

9.04

2.53

22.75

29.68

24.06

12.92

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亿元）

13.78

7.2

3.35

2.61

1.32

1.23

0.98

2.33

0.53

同比增长

%

14.83

4.05

14.48

-14.83

10.78

21.24

47.04

14.49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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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家居业中，对人工依赖性

强、生产效率低下、沟通成本高皆是业

内顽疾，行业亟需技术力量赋能，完成

数字化转型。 日前，全球领先的大家居

全案设计平台及生态解决方案提供商

酷家乐，宣布完成新一轮 D+轮融资，由

高瓴资本领投、 原股东顺为资本、GGV

纪源资本等跟投。 此轮融资过后，酷家

乐估值超 10 亿美元。

以新技术突破业内掣肘

随着家居业进入调整期，行业的效

率面临升级和洗牌，企业要想获得长期

的发展必须得关注生产信息化的布局。

其中，如何利用新技术提高效率最为关

键，于是 VR、AI、大数据、云设计等技术

在业内被广泛运用。

在号称有 4 万亿市场规模的家居

业中，家居云设计平台属于其中一条细

分赛道，酷家乐便是参赛者之一。 但细

分赛道并不代表发展能量弱， 据统计，

酷家乐目前已获得 6 轮融资。 2013 年酷

家乐获得王淮的天使轮融资； 同年 5

月，获得由 IDG 资本投资的 200 万美元

A 轮融资；2014 年获得 1000 万美元 B

轮融资；2016 年获得 C 轮数千万美元

融资；2018 年， 酷家乐宣布获得 D 轮 1

亿美元融资；2019 年完成 D+轮融资。

细分领域高速发展的背后，是行业

发展链条在推动。 面对家居繁杂冗长的

产业链，从上游原料供应商、建材家居

制造商，到中游经销商，再到下游施工

方，每个环节都有自身特性。 由于从业

门槛低，各环节上下衔接时难免出现问

题。 此时，酷家乐充当了各环节桥梁链

接的作用。

数字化成融合升级的必由之路

在参与整个装修过程的企业中，因

为软件、系统差异，存在数据的信息壁

垒，供应商不知道什么产品最受消费者

欢迎，生产只能靠“感觉”；经销商不知

道库存数据，催货成为家常便饭；消费

者不知道装修的实际效果，未来家的模

样仅靠想象。

数字经济与家居产业正在不断加

速融合，运用技术手段沉淀数据、应用

数据，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

的持续升级将是必然。 今年 8 月，酷家

乐推出一套数字化升级的解决方案“酷

立方”。 据介绍，“酷立方”可以灵活配置

用户所处的行业、 场景和系统等维度，

呈现个性化定制服务。

乘着行业升级趋势之风，酷家乐已

取得不俗成绩， 目前其总注册用户超

2500 万， 合作品牌企业达 16000 家，中

国家居市场整体覆盖率超 70%。 在酷家

乐杭州研发中心维护着拥有 4000 万商

品素材模型， 覆盖全国 90%的户型库，

每日效果图渲染量超过 500 万张。

专注于构建行业“连接器”

成绩单背后是酷家居在多方努力

下的心血。 酷家乐全屋定制副总裁吴锴

亮表示，投资机构看中了家居企业在数

字经济浪潮中的发展机遇，因此本轮融

资酷家居将从六个方面继续提升酷家

乐数字化解决方案的能力。

一是加码酷家乐装修 BIM 技术，迎

合整装商业趋势。 二是将自身的科研孵

化力转化为产业势能，通过科技驱动行

业变革。三是推进全球化战略。据介绍，

酷家乐针对北美家居市场的旗下品牌

COOHOM ，已与多家海外家居企业达

成合作，面向全球提供服务。 四是推进

“云创”校园计划，以技术、教学、创业就

业支持的方式，为行业培养更多高素质

的人才。 五是扩大服务半径，实施本地

化战略。 六是不断聚焦，垂直服务每一

个细分行业。

未来， 生产制造端会不断往无人

化、 智能化、 高度自动化的方向演变，

同时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将愈发清晰，

生态平台也将愈发开放。 不管行业如

何演化， 酷家乐的目标都不曾改变。

吴锴亮透露， 从 AI 设计到智能制造，

是酷家乐和合作伙伴共同的愿景和方

向。 酷家乐将始终专注于打造连接行

业各个环节的生态平台， 成为家居建

筑行业的底层设计操作系统， 并朝着

实现“让未来生活所见即所得” 的终

极愿景阔步迈进。

信息时报记者 王颖婷

酷家乐获D+轮融资

破译家居数字化转型密匙

前三季度财报纷纷发布

9大定制家居上市公司整体稳步增长

定制家居一直是近年来家居业内的

热门话题， 被誉为定制家居上市元年的

2017 年之后， 关于定制家居增速放缓的

话题未曾停止。 近日，9 家定制家居上市

公司的 2019 年第三季度财报已经全部

发布。 定制家居企业三季度营收增速明

显放缓，普遍未超过 30%。 其中，随着“大

家居”战略的深化，品类扩充逐渐出现成

效，带来颇丰收益。

头部企业地位难以撼动

目前，国内共有欧派家居、索菲亚、

尚品宅配、志邦家居、金牌厨柜、皮阿诺

等 9 家定制家居上市企业， 从 9 家企业

发布的前三季度财报来看， 定制家居行

业保持中速上涨趋势， 绝大部分均有所

增长。 其中欧派家居表现依旧强劲，远超

其他 8 家企业。 而处于第 2、3 位的索菲

亚和尚品宅配， 在营收方面差异逐渐拉

近，尚品宅配的增长率更胜一筹。

相比三大头部企业， 其他 5 家企业

的营收体量虽不在一个等级， 但前三季

度的同比增速仍可圈可点，皮阿诺、我乐

家居、 金牌厨柜的营收增速均在 20%以

上，皮阿诺更是接近 30%的高增长速度。

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方

面， 我乐家居以 47.04%的增长率拔得头

筹。

业内认为， 定制家居未来仍有较大

增长空间。 目前，定制家居整体渗透率较

低，随着消费升级，三四线城市将对定制

家居的认可度进一步提升。 同时行业的

集中度不高， 头部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普

遍较低。 另一方面，行业正在从单一定制

逐步转变为全品类定制。

品类扩充带来的收获颇丰

现在定制家居行业主要以定制橱柜

和定制衣柜为主。 随着“大家居”概念的

盛行， 业内从单一定制扩充为全品类定

制， 在各企业的第三季度财报中便可见

一斑。

欧派家居公布，其 2019 第三季度橱

柜、衣柜、卫浴、木门收入超 30 亿元，卫

浴和木门的增长率为 44.10%、33.43%。 截

至 2019 年三季度末，卫浴和木门的门店

数量达 953、618 家，较 2019 年年初增加

了 128 和 59 家。

据索菲亚公布的数据， 第三季度财

报报告期的收入， 有 80.82%来自索菲亚

定制家具的销售、10.36%来自司米橱柜

的销售 、5.74%来自家具家品的销售 、

2.53%来自“索菲亚木门”、“华鹤”定制木

门产品。

由此可见， 定制家居行业以全品类

“大家居”， 打造一站式购物场景增强用

户体验、 让客单价提高是未来的发展趋

势，将带动行业进一步增长。

信息时报记者 王颖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