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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气息越来越浓厚了，在中国

春节的传统习俗中，有着“新年穿新衣”

的年俗， 给新年图个喜庆并带来好心

情。 这不，广州番禺区南国奥林匹克花

园最近就换上了件“大新衣”：社区内的

小公园迎来了大改造， 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多乐士付诸行动，精心为居民们准

备的 2022 年新春礼物。

惊喜需要酝酿， 去年便着手准

备新年礼物

其实， 这份礼物从去年便开始筹

备。 2021 年，多乐士参加信息时报主办

的“幸福来敲门·社区惠民行”活动，正

与多乐士“Let’s Colour 多彩开始”爱心

公益项目的活动理念不谋而合，在得知

南国奥林匹克花园有翻新需求后，开启

紧锣密鼓的酝酿惊喜，以公益活动送上

新年礼物。

此次的改造对象是社区卡萨布兰

卡区居民出入口的小公园， 它由宣传

栏、 健身器材和垃圾分类投放点组成。

小公园有十多年的历史，在长期风吹雨

打下， 宣传栏的墙面已经斑驳脱落，布

满了裂缝和污渍，健身器材的油漆也已

褪色破损， 给居民的休闲娱乐带来不

便。 每天早上都会来小公园进行双杠锻

炼的老伯伯，热切盼望小公园健身器材

的更新，“因为双杠的油漆有脱落，抓的

时候都很咯手，希望翻新完能变得漂亮

又好用。 ”多乐士在综合了多方的需求

后，历经近一个月的方案设计，改造施

工在今年 1 月 10 日拉开序幕。

与小朋友一起，绘出“美好文明

家园”

在改造计划中， 宣传栏设计成了

“文明之栏”， 包含尊老爱幼、 交通安

全、 节能环保、 垃圾分类等内容， 倡

导社区的文明风气。 都说“好习惯得

从小培养”， 多乐士特地与居委会和物

管公司设置了特别环节， 让社区的小

朋友也参与到改造中， 一起绘出“文

明之栏”。

拿起画笔，涂上鲜亮的色彩，在小

朋友们的帮助下，墙上的树木、人物、生

活场景还有多乐士的吉祥物英国古代

牧羊犬“多多”，都变得可爱又鲜活。 连

续参加了三天墙绘的雷同学见证了宣

传栏的变化，她说：“看着自己的小区变

漂亮，很开心，特别是自己也贡献了一

份力量后，更加开心！ ”志愿者麦同学更

是坦言：“画的时候我非常紧张，生怕哪

里画错了。 但看着我画的自行车，心里

觉得很高兴，以后会多来玩玩。 ”

还有不住在南国奥林匹克花园的

小朋友都被吸引过来，家住越秀区的邱

同学，在东山培正小学上学，他本来是

要去绘画兴趣班上课的，被公益活动吸

引过来，邱同学告诉记者：“虽然我不住

在这个小区， 但能帮助社区换新装，自

己感到很自豪。 特别是墙绘上的垃圾分

类的内容，非常有意义。 ”

蜕变之旅完成，获得居民连连点赞

于是，在多乐士焕新服务团队和小

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1 月 20 日， 仅用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小公园赶在春节前

完成了它的蜕变之旅。 记者再次见到它

时， 通过多乐士“Let’s Colour 多彩开

始”爱心公益项目的支持，年老的小公

园已经“重返青春”，靓丽的色彩、活泼

又有意义的绘画，还有打磨后重新上漆

的健身器材，给居民带来多重惊喜。“很

漂亮！ ”“完全变了个样！ ”“太喜欢了！ ”

路过的多位居民连连点赞。 记者还发

现，如今小公园的人气噌噌上涨，健身

器材上有小朋友玩耍，路过的居民都会

凑到宣传栏前看几眼。

提及此次改造，南国奥林匹克花园

社区党委书记黄碧儿满是赞叹：“之前

还有居民担心翻新的效果，翻新完成后

全变成肯定了，拍手叫好。 我在朋友圈

分享了改造后的小公园，还有其他社区

的工作人员来问我，他们社区能不能也

改造，都在羡慕我们社区。 ”此外，她还

对施工期间的安全措施记忆深刻：“此

前我也担心施工的安全和涂料的味道，

后来我看到多乐士在施工围蔽、提示标

语、 地面保护多个方面都做得全面细

心。 期望以后能有更多这类活动，让居

民多多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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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多乐士为南国奥园居民送上“新公园”

改造后

的小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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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家居企业发布2021年度业绩预告

欧派家居营收或首破200亿大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颖婷 ）

近

日， 有 5 家家居行业上市公司发布了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记者统计发现， 5

家企业中， 欧派家居、 居然之家、 顾

家家居为业绩预增， 顾家家居的归母

净利润最高将实现 105%的增幅， 欧派

家居营收有望首次突破 200 亿元大关；

好莱客则录得了营收增加、 归母净利

润下降的业绩； 东易日盛预告了业绩

同比下降。

3家上市企业业绩预增

1 月 26 日， 居然之家和好莱客发

布了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居然之家预

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23 亿~25.8 亿元，

同比增长 68.75%~89.29%。 好莱客预计

营收同比增加 10.92 亿~14.19 亿元， 同

比增幅 50%~65%； 预计归母净利润同

比减少 0.55 亿~1.66 亿元， 同比下降

20%~60%。

1 月 21 日， 欧派家居发布的 2021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显示， 预计实现营

收同比增加 51.60 亿~66.30 亿元， 同比

增长 35%~45%； 归母净利润预计增加

5.78 亿 ~7.84 亿元 ， 同比增长 28% ~

38%。 同时， 欧派家居称， 2021 年营

收最高将达 213.72 亿元， 净利润最高

将达到 28.47 亿元。

而在 1 月初， 顾家家居就公布了

2021 年度业绩预增消息， 预计归母净

利润为 16.50 亿~17.30 亿元， 实现了

95%~105%的增幅； 东易日盛则预告了

业绩下降消息， 预计归母净利润为

0.62 亿~0.93 亿元， 同比下降 65.62%~

48.43%。

业绩增长缘于战略定位

在欧派家居、 居然之家、 顾家家

居 3 家业绩预增企业中， 顾家家居归

母净利润最高将实现 105%的涨幅。 对

于业绩增长的原因， 欧派家居表示，

公司凭借整体厨柜、 全屋定制

（衣柜）

两大核心定制品类的龙头地位， 充分

发挥在营销、 制造、 渠道、 供应链等

方面的独特优势， 在原材料成本持续

上涨的背景下， 依然强力驰援市场终

端， 进一步巩固终端竞争优势， 深化

渠道运营与代理商的逐步转型； 在业

内开创性提出“整家定制” 新模式，

开辟行业销售新路径， 整装大家居业

务继续发展壮大、 快速迭代， 拉动欧

派家居业绩的整体稳步增长。

居然之家得益于“打造数字化时

代家装家居产业服务平台” 的发展战

略， 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 每平每屋、

智能家装、 装修基材辅材、 智能家居、

居然管家、 智慧物流六大赛道的数字

化开发和运营力度持续加大， 全链路

线性服务能力日趋成熟， 业绩增长迅

速。

顾家家居表示， 业绩预增主要是

2021 年度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及渠道优

势， 加大品牌及研发投入， 实现了销

售及利润的稳步增长。 与此同时，

2020 年度因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盈利

能力受到一定的影响， 同期基数偏低。

而好莱客公告显示， 公司持续聚

焦“新原态+大家居” 核心战略， 产品

订单较上年保持稳定持续增长。 得益

于并表湖北千川门窗及大家居战略的

进一步深化， 木门、 橱柜、 成品配套

等延展品类维持高增长。

东易日盛也透露了 2021 年度业绩

亏损的主要原因， 因为上年非经常性

损益为 1.05 亿元， 预计 2021 年非经常

性损益为-700 万至-500 万元。 此外，

2021 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 租赁费

用较上年增加， 也对业绩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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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居企业

2021

年度业绩预告情况

企业名称

顾家家居

居然之家

欧派家居

净利同比增幅（

%

）

95~105

68.75~89.29

28~38

企业名称

好莱客

东易日盛

净利同比增幅（

%

）

-20~-60

-65.62~-4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