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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 NASDAQ 代码: SSLJ 

 
 

盛世乐居是率先提出互联网智能家装概念的中国互联网家装领军

企业。通过其在中国的互联网在线平台及线下销售和服务网络，

公司为客户提供便利的咨询、设计、施工和家具服务以及现代化

的高质量高科技智能产品，为客户的家装需求提供全方位服务的

一站式解决方案。除了提供新建筑的装修服务以及旧公寓的翻修

和改造外，公司还对外出售智能家居单品。 

 

投资要点 

规模扩张，产品升级推动公司营收指数型增长  

盛世乐居仍处于初期高速发展阶段，经过三年的直营门店投资建

设，公司运营规模迅速扩张，区域覆盖全国10大一线和准一线城

市。2015至2017财年，公司营收增长了37倍，至1632.4万美元。

2018年公司除了将新开直营门店外，还将展开加盟店合作模式，

在全国范围内计划开设超过30家加盟店面，支撑公司营收保持超

高速的增长趋势。 

  
 
上市融资推动智能单品市场发力，业绩增长多点开花  

2018年公司赴美上市成功后，成功募集2000万美元资金，大部分

募集资金将被用于新智能单品的研发和生产。在充裕资金助力下，

公司目前在2018年已有12项新智能产品计划会陆续推出，随着产

品线逐渐充实，智能单品市场将成为公司业绩长期的增长点。   

 
 

盛世乐居全产业链布局构建竞争护城河，家装市场集中化趋势明

显，整合空间巨大  

根据中国装饰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家装服务产业总产值在

2017年预计有2.16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业内企业分布离散化严重，

数量多但各公司规模小。当下达到上市规模的企业包括盛世乐居

在内仅有3家，且三家公司总市占率不超过1%。虽然行业产值每

年保持增长，但整体家装企业数量不断减少，集中化趋势显现。

盛世乐居是国内少有的具备全产业链覆盖能力的互联网家装企业，

在行业上下游整合并购中优势明显，未来仍有庞大增长空间。  
 

   

Nasdaq：盛世乐居股价走势图 

来源: Yahoo Finance 

来源: Yahoo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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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亮点  

1. 首家全产业链覆盖的互联网智能整装企业 

全产业链覆盖，生产成本低，物流配送效率高。生产环节，盛世乐居具备自有的产品研发生产

中心，可实现大部分智能家装产品和软装产品的自主设计及规模化生产；家装过程中用到的如地砖，五

金，水管等主辅材料则主要向知名品牌企业委托代工并附属自有品牌。物流配送环节，公司在所有直营

店面所在城市均设有自营仓储系统和配送团队，并根据需求向武汉总部或区域性代加工供应商集中下单，

产品直接流入各大仓储中心，再依当地家装施工进度统筹发货配送。售后环节，由于产品生产和物流配

送都由公司覆盖，对售后的产品质量问题可全权负责，不会出现配送商和生产商互相推责的现象。盛世

乐居对全产业链的覆盖使得F2C（工厂到个人）模式得以真正实现，首先省去了产品中间经销商的层层

加价，能为客户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产品价格，获得更多客源并提升自身产品毛利率；其次，解决了区域

性经销商常面临的缺货断货问题；而且由于是自有的品牌及物流，加强了整体质量管控能力，简化了售

后服务流程。 

 

图表1 盛世乐居F2C模式示意图 

来源：盛世乐居官网 

 

将自身商业模式与互联网工具完美契合，做到真正的“互联网+”。自身的商业模式与互联网工

具完美契合，做到真正的“互联网+”。传统家装中的主要痛点体现在施工周期长，信息不透明，产品

价格和服务质量无法标准化，线下硬广和地推获客模式成本高。为克服传统家装的痛点，盛世乐居通过

互联网平台将家装服务流程和信息透明化，把获客方式从线下转向线上，并结合标准化的服务产品设计

使得线上营销和线下消费，体验服务完美结合。目前行业中多数用到互联网概念的家装公司主打标准化

产品，网上导流，利用互联网手段进行施工质量监管，并以薄利多销，短施工周期为主要策略。但是实

际上，其运营模式仍与传统家装一致，没有自己的供应链以及自有品牌使得产品真正标准化难以实现，

而没有标准化的线下服务体验使得“互联网+”只是表面功夫和营销手段，原有的行业痛点仍无法改变。

而盛世乐居具备的全产业链覆盖以及自有品牌使得服务真正标准化，将线下体验与线上的营销相结合，

符合互联网概念，真正将互联网作为商业工具发挥了 大价值。 

首家将智能整装落地的公司。智能家装是盛世乐居装修产品的主要特色。凡是购买公司智能家

装的客户都会安装一整套智能家居产品。不同于业内大多数公司在智能化层面的蜻蜓点水，盛世乐居在

装修中用到的智能产品多达二十余种，主要包括可连接超过500台智能设备的中控平台，智能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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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窗帘，人体感应器，红外转发器，智能摄像头等配套产品。而且所有产品均可通过自有app进行操

控，并自定义场景模式，真正实现了智能家居整装概念。 

虽然在家装行业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公司专注于以上三个领域，但是目前能做到将所有特点整合

的仅有盛世乐居一家，而三者配合产生的协同效应更是成为了盛世乐居的核心竞争力。 

 

图表2 盛世乐居智能家装产品图 

 
来源：盛世乐居公司宣传册，2018 

 

2. 智能单品打开高频消费市场，为智能家居健康生态圈打下地基  

盛世乐居以家庭为单位的智能整装系统通过互联网将家具和智能手机连接到一起，同时打造出

一体化的“智能家庭”。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只需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对家庭内相应智能产品的远程操

控。智能中控系统可将传感器、智能开关、插座等部分组成万物互联，智能管控家庭环境。比如，当家

中的远红外感应器侦测到异常动作，智能监控摄像能做到自动开启录像模式，并通过app警告用户；在

个性化上，智能家居可以提供符合个人偏好的情景模式。例如，用户选择“回家场景”后，客厅灯光自

动开启，窗帘自动拉开等。于此同时，通过一整套的智能家居，盛世乐居预为用户提供更加“健康、舒

适的生活环境”。现推出的室内净化系统包括智能净水器、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等产品。而智慧家

庭只是盛世乐居的第一步，接下来通过各类智能产品以及自有的云平台，公司可以收集大量的用户行为

习惯数据并分析，在未来智慧家庭发展至一定程度后便可进一步向智慧化社区转变，对接更大的平台，

从而形成智能家居健康生态圈。生态圈中不仅可接入以社区为单位的各类服务，如快递、打车、物业服

务等，还可与健康监测、医疗保健等系统对接，将一次性利润向长久的多次消费性利润转化，高频消费

变为超高频消费。目前对于生态圈的建设公司仍在探索和发展阶段，预计在3～5年后将初步成型。随着

80、90后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群体步入居家置业的阶段，互联网生活已作为这一代人群不可缺少的部分，

智能家居的发展存在可观的成长空间。 

从智能整装到智能单品，由低频向高频消费市场的转换。家庭装修本身是一个低频+高金额的消

费，大多数客户完成一次消费后在未来十年内都不会再有消费需求，因此虽然市场体量大，但仍需不断

挖掘新客户才可保持稳定的营收增长。如此情况下，大部分家装公司在度过前期的经营范围扩张阶段后

极易碰到发展瓶颈，难以维持之前的高增速。而与单一提供家装服务公司不同，盛世乐居除了家装的主

营业务外，同时拥有可批量生产的智能产品。公司所提供的智能产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有智能

中控系统的配套智能家居产品，如智能电灯开关，智能控制面板等；另一类是可作为独立商品出售的智

能单品，如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等。截止2017财年年末，公司在售的智能单品已超20种。在今年3

月和4月，公司继续扩大智能产品的涵盖范围，除了推出部分新单品外还将陆续把原本涵盖于智能整装

服务中的部分智能家居产品进行单独销售，智能产品的销售面进一步扩大。目前公司智能产品已入驻天

猫、淘宝、京东和苏宁等线上平台，销售渠道已覆盖国内主要电商，直接面向消费者，对零售终端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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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较强，同时线上线下的联动将进一步推进公司实现互联网全渠道营销。 

相较于行业内单独研发并生产智能设备的企业，盛世乐居竞争优势明显。一方面，公司的智能

家装业务相当于为所有客户强行植入了自有的智能中控平台，为进一步植入新的智能产品打开了通道，

并提供了稳定的客源，省去了大量产品额外的宣发费用。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已有家装客户群体可收集

到大量的用户行为数据，建立自有的大数据库，为新产品研发提供了极大便利。与此相对应的，大部分

单独研发智能设备的企业仍需斥重资单独购买数据。两方面的竞争优势为公司智能产品未来的销量增长

奠定了基础，并且弥补了家装方面消费需求断档严重的缺陷，将低频消费转换成中高频消费。未来随着

智能产品市场的扩大，其销售收入将追赶家装业务，形成起头并进的态势。 

 

图表3 智能生态圈的发展路径图 

来源：盛世乐居宣传材料，Stone Street Group 整理，2018 
 

3. 现金流充沛，利用融资资金发展智能单品研发  

新增资本为智能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充足动力，必然将加速新产品投放及已有产品的更新迭代。

智能单品的研发环节多、流程长，从软件开发、硬件设计再到人才建设都对人力和物力资源有着极高的

需求。此前公司尚处家装业务发展初期，为了迅速争夺市场份额，稳定业务收入，大量的资金被用于开

设店面，扩张经营规模。在较大的现金压力下，仅有小部分资金能被用于新产品研发。2018年初公司的

成功赴美上市，成功募集2000万美元，这对公司现金流来说是一剂强心针。根据招股说明书，其中一部

分资金将用于智能产品的研发。目前公司正在研发及计划研发的产品仍有12项，都预计在2018年末前正

式发布。但考虑到拥有更充足的研发资金后，新产品的研发进展势必加速，产品会更快落地，提前实现

营收。此外，近日公司与湖北省当地的三峡农商行签订的10亿元授信战略合作协议更是使盛世乐居在企

业融资方面获得了强有力的后盾，为公司现金流提供了稳定保障，对加速新产品研发、推动全国布局以

及开展装修贷金融服务等企业纵深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4. 租赁政策向好，密切关注长租市场潜在机会 

自2016年4月以来，发改委、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住建部、九部委相继发文确定、加快

住房租赁的市场化进程，通过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规范住房市场和抑制房地产泡沫。2017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鼓励房地产开发商改建租赁房，鼓励商品房

改为租赁房，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在房地产政策向租赁房倾斜的大背景下，万科、碧

桂园、恒大相继推出长租赁房产，建设银行在新政下也宣布进军长租房市场。盛世乐居作为标准化智能

家装企业，与长租公寓的装修需求非常相符，因此公司对该市场保持密切关注。同时盛世乐居通过一系

列成功的资本市场运作实现的充沛的现金流，为其提供了向租赁市场进军的准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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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发展回顾 

1. 模式转变加规模扩张，促使营收呈指数型增长  

2015～2016年是公司的商业模式摸索试错阶段。公司起初的经营模式除了提供智能家居产品外

与市场上大多数互联网家装公司没有太大区别，主打低廉的价格和短施工周期。起初产品设计也相对简

单，提供699元人民币/平米的精装套餐，仅覆盖硬装修，若客户需要选用更昂贵的材料，则需在原有套

餐价格上增加项目和费用。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完整年营收仅有44.4万美元。2016年，公司直营店数量

从起初的3家翻升至9家，新店分别设在北京、深圳、成都和合肥。新店面的建立加上原本具有的价格优

势及特色智能家居卖点使公司经营规模迅速扩张，在当年实现了542.1万美元的营业收入，相较上一年增

长超过10倍；2017年公司经营规模继续扩大，营收随之增长201%至1632.4万美元。公司所有直营店运营

成本及销售团队工资都算入销售费用，且当时公司的营销模式仍较为单一，很大程度上依赖硬广和地推

提升知名度，导致了扩张期间销售费用的迅速增长。2015至2017年，公司员工总人数从161人增长超3倍

至692人，公司的销售费用也相应从65.6万美元骤增至1909.5万美元。全国布局的门店扩张以及快速增长

的销售费用使得公司在2015至2017年间分别产生了185万，1318万及2372万美元的净亏损。    

 

图表4  盛世乐居历年营收走势图（千美元）                        图表5 盛世乐居员工人数扩张图（人）   

 

    
来源：盛世乐居20F，2017 

 

2017年是盛世乐居经营模式转型的分水岭。产品设计方面，品质升级价格提升，助益盈利能力

增长。盛世乐居在上半年全面取消了原有的699元人民币/平米的2.0系列产品，并以3.0系列产品取代；新

系列中所有80平米及以下的新房装修价格逐渐提升至现在的16.98万元人民币和25.88万元人民币两个档

次的起步价，分别是单独硬装服务及软硬装全包服务价格，超过80平米的部分再分别以899元人民币/平

米和1399元人民币/平米的价格计算。伴随着价格的上升，产品质量也有明显改善，包括增加智能产品，

统一使用 高规格的家装用材等。新的产品定位抛弃了原有薄利多销的模式，将目标客户群体直接定位

为收入状况较佳，对家装质量有一定追求的中青年白领一族，且主要针对装修房面积在80平米左右或以

上的客户。原因在于80平米以下的同户型新房在装修成本方面实际上并无太大差异，如60平米与80平米

的一室一厅一卫装修成本仅在部分辅料上有所差异，而按原有计价方式总订单差价达25%，户型越小毛

利率也就越低，甚至还会亏损。因此公司果断采用80平米以下统一定价的方式变相放弃了小户型市场。

根据艾媒咨询所做的2017上半年家装消费者调研报告显示，装修房面积在71～150平米的消费者实际上

占了将近72%，是主流装修户型；仅有25%的消费者装修房面积为70平米以下；另有4%的消费者装修房

面积在150平米以上。虽然盛世乐居新定价方案或许会丢失小部分客户，但却大幅提高了每单的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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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体收益影响利远大于弊。 

 

图表6 公司产品价格变化图 

 

 建筑面积 2017.4以前 2017.4～2018.4 2018.4及之后 

硬装 

80平米及以下 699元人民币/平米 统一16.98万元人民币 统一17.98万元人民币 

80平米以上部分 699元人民币/平米 899元人民币/平米 899元人民币/平米 

全包 

80平米及以下 无 统一25.88万元人民币 统一26.88万元人民币 

80平米以上部分 无 1399元人民币/平米 1399元人民币/平米 

 

来源：盛世乐居市场部报价，2018 

 

 

图表7 消费者装修面积占比 

 

 
来源：艾媒咨询，2018 

 

新产品定价使得公司订单的客单价迅速拔升，2016年成交订单的客单价仅1.22万美元，至2017

年下半年新签约的客单价高达2.18万美元，增长近一倍。精准消费群体定位，高价质优的新模式取代了

原有的薄利多销的运营模式。原有模式下，公司家装业务毛利率极低，每单业务平均毛利率均在4%以

下，新一代产品推出后，每单业务平均毛利率在2017下半年直接提升至15%，增长近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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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 2017年客单价对比图（美元） 

 

 
来源：公司公告，Stone street Group 整理，2018  

 

营销模式方面，公司彻底放弃硬广和地推，全面转向线上引流。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彻

底放弃高成本，低效用的线下营销方式，仅保留精准线上营销，做到真正的互联网化。线上营销方式不

仅可整体大幅提高广告的有效转化率，同时还将显著降低公司的广告费用。一方面，线上广告的投放成

本本身就比硬广成本更低。另一方面，线上推广可不受地域限制，多方位面向全国所有网络用户，即使

在新城市拓展市场，也无需另外针对当地市场增加投放量，因此可减轻公司迅速扩张所带来的资金压力。 

 
2. 美国会计准则导致营收被延后确认，通过签单金额印证业绩优异 

在美国会计准则规定下，所有竣工期少于一年期的工程都是不允许使用完工百分比会计处理方

式的，只有在项目完全施工并交付后才可把营收与成本一次性计入，及竣工法。再加上公司的签订合约

中有很大一部分为期房装修订单，真正开始施工日期在签约后的半年至一年不等，而开始施工后通常是

在3个月左右（58个工作日）的时间内完工，因此导致利润的计入时间相较签单时点有三个月至一年左

右的延期。 

由于部分利润延期计入，产品价格抬升所带来的盈利能力提升也会部分被延后体现。盛世乐居

在2017上半年，为实现产品的全面改革更新，在3.0产品推出前几乎暂停了所有签单业务。直至4月中旬

才开始恢复正常运营，因此导致上半年签单量较低。再有利润的延后计入的因素存在，下半年财报业绩

也受到影响。而除了公司的真实业绩增速被延迟外，由于2017下半年完成的大部分订单都是此前的2.0系

列产品，因此仍维持了仅10%左右的整体低毛利率。产品价格调整后，毛利率将有大幅提高，同时盛世

乐居也会相应提升对门店的毛利率考核指标，而提升的毛利率将会在2.0产品全部竣工后，也就是2018年

开始才可完全体现，现阶段只有少部分可计入2017年。综合以上两者因素影响，2017年整年营收并未呈

现爆发式增长，但可预计2018会是大丰收的一年，因高毛利和大量已签订单为未来盈利能力的指数增长

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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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盛世乐居历年毛利润（千美元）                              

   
来源：盛世乐居20F，2017 

 
 

三、未来增长点  

1. 长租公寓行业扶持政策密集出台，住宅全装修及公寓租赁新市场前景广阔 

2018年初，公司与天门汉达科技签订了价值高达1. 1亿元人民币的项目设计及施工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汉达科技把开发中的壹号院子房地产项目的所有室内装修设计施工交给盛世乐居负责，

覆盖面积11万平方米，其中包括了724所高档住宅公寓，30层高的商业楼，以及8000平米的农产品展示

中心，预计在2018年上半年开始施工。协议的签订证明盛世乐居已具备为整一套楼盘，乃至整个社区提

供全装修业务的能力。但由于国家为限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对出售用房地产企业融资门槛不断提高，导

致大部分房地产企业只可从其上下游公司变相融资，如通过对家装公司索要高额的质量保证金，在施工

结束后才退回。而且与出售用房地产企业合作业务施工周期长，利润计入时间久，限制了盛世乐居向全

装修市场的发展。 

国家大力扶持租赁行业发展，为盛世乐居未来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根据《关于加快培育和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国家将实行购租并举，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出租库存商品住房；允许将

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并给予相关优惠政策支持。2017年7月18日，国家九部委联合发文，

鼓励各地通过新增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并选取12个城市作为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的单位，明确各地要

搭建住房租赁交易平台。2017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此番连续出台的租赁相关政策无疑体现了政策层面对租赁市场的高度重视。

在积极鼓励租赁机制的同时，相关税收、金融方面政策配套跟进，如银行严格收紧对出售用房地产开发

商的融资，但放宽对出租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门槛。 

在市场需求和政策的导向下，整体出租的物业地产将开始盛行，而长租公寓的装修一般选择经

久耐用，标准化程度高，与盛世乐居的产品定位完全相同。再者，租赁房地产开发企业因享受融资福利，

对家装企业无需要求过高的质量保证金，也就不会为家装公司带来过大的资金压力。未来租赁物业的发

展一方面可以为盛世乐居带来更多的大额全装修订单，另一方面盛世乐居也可利用已有的装修资源翻新

房屋自己发展租赁业务，成为未来盈利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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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新增直营分店陆续发力，推动业绩迅速增长 

 在家装企业的发展初期，门店扩张仍是主要的营收增长点。尤其是对于盛世乐居已有完整供应

链，并主要靠线上平台引流的公司，新开门店产值放量的时间往往更短。而新设门店营收在从无到有的

过程中，增速明显会高于已运营一段时间旧门店的规模增速，从而刺激整体业绩提升。盛世乐居自建立

起就一直高效快速的铺设直营门店，选址以一线城市或经济较发达的省会城市或准一线城市为主，且坚

持在每个城市仅设一家分店的方式，所有分店或样板间都设在各城市的交通枢纽或者CBD地段，尽量将

每家单店效益 大化。 

2015至2017仅三年时间内，公司从原有的一个城市三家分店的格局扩张到覆盖全国10座城市，

共计开设9家直营店。截至目前这9家门店已发展成熟，业绩放量增长，必将推动公司新一年营收持续指

数型增长趋势，在2018年Q1中已开始充分体现。同时，2018年公司还准备继续扩张直营店面覆盖更多有

潜力的城市。 

3. 一二三线城市共抓，以加盟店模式迅速扩张运营版图，由点到面区域性辐射，提高资源利用率 

2018年，公司计划以现有的十个仓储中心城市为辐射核心，在全国各区域引入至少30家加盟店，

以每个城市一家店的形式，将服务覆盖范围迅速铺开。加盟店所有的业务收入都归属于加盟商，盛世乐

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向加盟店收取平台使用费、销售装修材料和家居产品赚取利润，以及出售潜在客户

信息从而收取信息费用。在加盟店建立初期，盛世乐居会向每个加盟店收取加盟费及平台使用费，而这

基本上覆盖了扩张加盟店时所需的宣传费用和培训费用等成本，因此对于公司而言加盟店是一种几乎零

成本的扩张模式，并可以迅速打响品牌知名度。 

盛世乐居“互联网+智能产品”的独特商业模式，线上引流平台以及提供完整供应链资源成为了

吸引大量加盟者的主要原因。为保证公司品牌的延续和可复制性，公司对所有加盟店都设有十分规范且

严格的管理体系。首先在人才培养方面，加盟店建成后总部将提供完善的培训流程，包括到店培训，以

及为期1至2个月的视频培训，从而确保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在加盟店的运营方面，总部将为每家店配

备各方面的专业人员以保证品牌质量。范围涵盖市场推广、广告用语的审核、工程管理、施工巡检抽查

等各个方面。 在施工质量管理方面，每个加盟店在每单工程开始施工前均需要上交质押金和保证金，且

所有客户可以直接向总部系统投诉，如果出现施工质量不合格或投诉过多的情况总公司可直接扣取相应

加盟店的质保金，若情况严重甚至可以解除合约。 

 

图表10 截至2018年一季度，公司覆盖城市分布图（橙色为已覆盖，虚线为发展中） 

 
 
 
 

 

 

 
 

 

 

 

 
 

 

 

 

 

来源：盛世乐居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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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每单收入或许仅为直营店的1/5，每个加盟店对公司的营收增益必定小于直营店，但因数量庞

大且无需额外承担规模扩张成本，因此对公司的利润增益远超想象。另外在成本控制方面，所有加盟店

都将使用现有的仓库及物流资源并统一采购分仓库分配，统一配货降低了物流成本。 

 
4. 基本布局已成型，规模经济效益逐渐体现，盈利能力提升空间巨大 

盛世乐居通过直营与加盟相配合的模式已在全国覆盖17所城市，加上2018年预计成立的直营店

和在发展中的30余家加盟商，公司将成为国内 大规模的互联网家装公司。规模成型后，公司在材料采

购环节将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成本进一步下降，经济效益也越明显。同时，货物集中性的配送使得每

个物流中心的使用效率可以明显提升，促进规模经济效益显现。此外，公司未来将逐渐放缓规模扩张的

速度，尤其是直营店面增加速度，这将减轻租金增加带来的成本压力，逐渐下调整体运营成本费率，为

公司盈利能力的增长让出更大的空间。 

 

四、行业背景  

1. 家装行业保持快速增长，集中化发展趋势明显，有益于已形成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  

目前国内家装市场分散程度极高，整体呈现大行业，小公司的局面。家装针对的是住宅房屋的

装修，客户主要为家庭用户或个人用户，因此对于装修服务的定制化要求更高，产品标准化难，可复制

性低，受地域限制影响大，因此企业运营规模难以在全国范围铺开市场。家装行业形成规模化的企业更

是罕见，虽市场容量广阔，但公司规模普遍偏小，离散程度高，家装企业仍有巨大的整合空间。目前国

内做到上市规模的家装公司仅有三家，分别为盛世乐居，东易日盛和名雕装饰，其中东易日盛和名雕装

饰仍采用传统家装模式，仅有盛世乐居是互联网家装企业。而三家上市家装企业2017年的营收总额也只

占据了整个家装市场总产值的0.21%。 

 

图表11 家装上市企业市占率 

 

 
来源：Wind 

 

家装行业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房地

产、建筑业持续回温，带动了家装行业的景气发展。根据中国装饰协会统计显示，2010至2016年间，国

内的家装市场总值始终保持稳定高速的增长趋势，七年间年均复合增速高达12%。在2017年，家装行业

市场规模预计可达2.16万亿元人民币。 

行业集中化趋势显现 — 在家装市场迅速扩大的同时，家装企业数量却呈现持续下滑趋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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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家装企业总量由2010年的15万家逐步下降至2016年的约13.2万家，降幅12%。各地家装市场一直以来

竞争都非常激烈，在互联网模式对传统家装的影响下，诞生了许多以薄利多销为特色的小规模互联网家

装公司，致使大量中小型传统装修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甚至破产的情况。随着未来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

及行业发展规范化，曾经存在的灰色利润空间将继续被压缩，透明化程度逐渐提高。届时，只有真正拥

有质优材料、高水平施工质量、自有物流、成本优势，商业模式易被异地复制、可更大程度运用互联网

工具的企业才能存活下去。随着行业资源的继续整合，优胜劣汰之下，具备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将获得

更大发展空间，吞并更多份额，逐步走向寡头市场。 

 
图表 12 国内住宅装修市场总产值及业内企业数量走势 

 
来源：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2. 互联网家装迎合消费人群需求，替代传统家装指日可待  

传统家装沉疴积弊，互联网顺势而出。传统家装发展至今，由于一直以来存在较少的监管法规，

市场运行较为混乱，存在众多难以更改的弊端。一方面，传统家装产业链条长、中间环节多、信息不透

明导致价格虚高，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随意增项收费等现象泛滥，大部分传统家装产品性价比极低；

另一方面，传统家装缺乏统一施工验收标准及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常导致工期拖延。而正是传统家装的

缺陷催生了互联网家装，打破了中间环节，使价格、材料、施工方资质等信息透明化，流程公开化。且

互联网家装标准化的产品设计及施工监管使得家装施工时间大大缩短，减少了工期拖延的情况。这些都

直接切中了传统家装的痛点，更新迭代指日可待。 

互联网家装仍处在起步阶段，当下绝大部分人群依旧偏向选择传统家装公司。根据《2017中国

家居家装消费调查报告》统计显示，2017年中36%的受访消费者选择的是传统家装公司，仅13%的消费

者选择互联网家装公司。但是根据艾媒咨询的《2017上半年中国互联网家装市场研究报告》显示，87%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根据情况考虑互联网家装，仅有14%受访者坚持不能接受互联网家装的态度。 

消费群体的年轻化，以及对家装低价质高的诉求促使互联网家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根据

《2017中国家居家装消费调查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的家装消费者中，20～40岁的中青年为家装

消费主力；98%的消费者选择的是低于5000元人民币/平米的中低档装修，其中52%的消费者更愿意选择

2000～5000元人民币/平米的中档装修，46%的消费者选择了低于2000元人民币/平米的低档装修。可见，

目前家装的主流消费观仍然是偏向于价格定位偏低的中低档次装修，而互联网家装受益于轻资产运营模

式以及低价的互联网营销方式，本身在产品成本上便具备优势，普遍定价较低，更迎合主流消费群体的

消费观。而20～40岁的主流消费人群是普遍意义上的80和90后一代，也是 被互联网思维影响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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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对互联网模式抱有积极接受的态度，同时也是在工作中的中高收入人群，大部分消费者缺乏时间

参与繁琐的装修流程，因此产品标准化，施工过程简便快捷的互联网整装服务 为适合这一部分主流人

群。  

 

图表13 2017中国家装消费者年龄分层状况                        图表14 2017中国家装消费者价格选择分布 

   
来源：《2017中国家居家装消费调查报告》  

 

互联网家装完美迎合主流消费群体的需求，更是推动了互联网家装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根据

艾瑞咨询统计显示，2017年互联网家装市场规模相较前年上升了26%，达到2,461亿元人民币的规模。随

着更多消费者逐渐对互联网家装的采纳，互联网家装的市场渗透率尚有巨大提升空间。艾瑞咨询预计，

互联网家装市场规模在未来几年内还将保持20%左右的年增速，有望在2019年形成超3,500亿元人民币的

巨大市场。 

 

图表15 互联网家装市场规模（亿元人民币）  

 

 
来源：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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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房销售火爆，为家装市场带来更大空间  

在2015年国家相对宽松的购房相关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又进入新一轮上行

周期。国内住宅房销售面积在2015年扭转下滑趋势，并在2016年同比增长22%，达到历史五年内 高增

幅。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住宅房新开工面积与销售面积的增长走势间一般存在1～2年的滞后期，开工

面积同比增速提升往往在销售面积加速增长后一段时间才有体现。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住房销量决定了房

地产开发商决定是否要新增开发项目，因此销量表现对于新开工面积有很大的传导作用。2016和2017年，

住宅房新开工面积受到销售市场回暖的推动，也成功扭转下行走势，分别实现9%和11%的较高年增速。

在住房新开工面积加速上升的推动作用下，未来新竣工房的增速也得到了保障，家装作为房地产下游市

场的主要部分也将在未来几年受益。 

 

图表16 住宅房销售面积与新开工面积的增长趋势图 

 
来源：Wind 

 

4. 城镇旧房、存量房改造需求将呈井喷式上涨  

据国家信息中心，我国城市棚户区改造、旧城改造速度不断加快，存量房屋拆迁速度也保持在

高位。以2010年末城镇人口6.7亿，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1.6平方米推算，2010年末城镇居民住房总存量约

为211.7亿平方米，以1990以前建成房屋建筑面积占比为22%测算，共有46.6亿平方米的存量房。假定到

2020年，1990年以前建成的房屋大部分需要改造，则以每平方米改造费用100元作为假设，则预计改造

1990以前建成的老房约有4,660亿元的改造市场。随着1990-2000建成的房屋面积增大，城镇旧房、存量

房的改造市场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五、线上引流和线下服务落地交付能力是公司核心竞争力 

1.  通过大数据分析做到线上营销的精准投放，引流能力显著领先同行  

 作为家装企业，硬实力的体现主要在两方面，即公司的客户引流能力和产品服务的落地交付能

力。在客户引流方面，国内的传统家装行业一直以线下硬广和地推的模式作为主要获客渠道，盛世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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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初期也曾尝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品牌宣传。但经过时间的验证后，线下广告投放及地

推的方式成本过高，并且由于对目标客户定位不精准，盲目且低效，获客率极低，90%左右的客源仍然

是来自线上。于是2017下半年，盛世乐居基本终止了所有线下推广方式，将明星代言和线下广告的费用

控制在总宣传成本的10%以内。 

在线上宣传中，公司仅采用可精准定位客户并投放广告的平台。由于大型平台渠道，如百度、

天猫、京东等投放竞争激烈，价格相对偏高，且少有提供根据客户定位精准投放广告的服务，因此公司

每年都在逐渐减少在这一类平台上的广告投放量。相反，公司更多采用的是如今日头条，腾讯广点通相

似的以精准广告为主的投放平台。此类的计价方式大多以CPC（按广告点击次数收费），或者CPA（按

客户进行电话咨询或填交个人信息的次数收取费用）两种方式为主，所以营销成本与获客数量直接挂钩，

增加了广告投放效益。同时，公司还在大部分与家装相关的垂直渠道如贷款平台，家居网，或者是地域

性明显的网站如上海家装网等平台进行适量投放。广告精准投放的基础便在于公司强大的数据收集和分

析能力。公司配备自主研发的ERP系统平台，可做到对所有用户信息数据的收集，如意向客户数量、地

域分布、住房面积等，并在自有的数据分析平台中进行处理，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制定更精准的广告设计

和投放方案。目前盛世乐居线上渠道的有效转换率（接电话客户数占留下信息客户数量占比）在80%左

右，电话联系客户转化至到店来访比率达40%左右，而线下到店客户的签单率在30%左右，也就是说平

均每100个在网上留下信息的人中，大约9人会签约订单。公司在2018年还将展开与家装周边市场企业的

合作，进行资源互换，互相引流，强大的客户引流能力是保证公司可以迅速扩张的首要竞争优势。 

2. 强落地交付能力成为公司护城河  

 家装行业内顾客选择一家公司时 看重的便是公司的业务落地交付能力，也就是公司的服务是

否真能达到合约标准。而服务落地能力主要可以从施工时间和施工质量两方面中体现。施工时间并不是

越短越好，而是可以保证施工过程不延期而同时确保施工质量。一般影响施工进度 大的因素就在于主

材送达时间慢，导致安装时间被拖后，因此拥有强大供应链体系的公司往往在控制施工周期上有着极大

优势。 

盛世乐居目前已实现了从产品下单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覆盖，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物流体系。

装修合约签订后，仅需将房屋图纸输入BIM系统，便可计算出所有材料用量，所需时间等，并通过公司

自主研发的ERP系统将合同内所需材料根据计划施工进度分批次下单。由于公司在所有仓库中心都有每

件产品的存量备货，因此大部分时间货品可直接根据施工需求从仓库出仓并在两天内送达施工地点，同

时各仓库会根据产品存量的改变从生产线工厂统一集中化采购，再分发至各个仓库进行补货。因为大部

分产品都是盛世乐居自主品牌，所以公司的售后流程也极为简便，对所有货品损坏全权负责。虽然2017

年受到旧产品的拖累全年正常交付率仍在80%左右，但是通过系统的完善，以及产品标准化的提升，公

司目前的3.0系列产品已能实现95%以上的正常交付，彻底改变了家装行业原有的合约和服务落地不符

的痛点。强大的落地交付能力依赖的是公司有效的管理模式，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严格质管系统等，

这些因素要被模仿或复制难度和成本都非常高，成为公司在行业内的另一个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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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 盛世乐居供应链流程图 

 

 

来源：Stone Street Group 整理，2018 
 

六、风险提示  

1. 智能单品研发计划不达预期风险 

 未来智能单品研发进程尚存在不确定性，若产品上市速度不及预期，或许会对公司业绩预期造

成负面影响。 

 
2. 政策变动风险 

 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政策若在未来发生重大变化，或许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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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录 

 

利润表（美元，每股数据除外） FY2015 FY2016 FY2017

营业总收入 444,169$              5,421,288$           16,323,597$         
营业成本

　　产品销售及服务成本 (367,600)              (4,731,226)           (14,874,211)         
　　税金及附加 (27,805)                (84,031)                (36,035)                
　　毛利 48,764                  606,031                1,413,351             

运营成本

　　管理费用 (1,261,980)           (2,363,945)           (4,610,024)           
　　销售费用 (656,113)              (10,539,153)         (19,095,391)         
　　研发费用 -                       (520,415)              (1,246,615)           
总运营成本 (1,918,093)           (13,423,513)         (24,952,030)         
营业亏损 (1,869,329)           (12,817,482)         (23,538,679)         

其他收入（支出）

　　补贴收入 44,432                  -                       -                       
　　营业外收入 463                       5,462                    30,591                  
　　营业外支出 (8,677)                  (364,748)              (201,365)              
其他收入总额 36,218                  (359,286)              (170,774)              

         亏损总额 (1,833,111)           (13,176,768)         (23,709,453)         
         所得税费用 (16,563)                -                       (10,496)                
净利润（亏损） (1,849,674)$          (13,176,768)$        (23,719,949)$        
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折算差额 (94,639)                508,048                320,752                
         少数股东损益 -                       -                       (2,750)                  
综合收益总额 (1,944,313)$          (12,668,720)$        (23,401,947)$        

普通股股东

每股收益 (0.05)$                   (0.32)$                   (0.59)$                   
         加权平均股东数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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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美元） FY2015 FY2016 FY2017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21,417$               76,048$                 1,007,269$            
　　应收账款 6,206                    89,587                  367,935                
　　存货 251,627                3,043,242             2,375,607             
　　预付款项 201,334                630,369                781,321                
　　预付租金 162,656                595,116                915,990                
　　其他应收款 141,027                191,647                559,226                
　　租金押金 26,874                  150,131                116,855                
　　可退回增值税抵免 -                        -                        966,310                
　　其他流动资产 187,486                111,483                747,248                
流动资产合计 1,698,627             4,887,623             7,837,761             
　　固定资产 1,021,058             8,666,441             11,099,501           
　　长期资产的预付款项 2,778,146             -                        -                        
　　租金押金-长期 176,754                653,401                496,098                
　　其他长期资产 -                        118,138                16,915                  
资产总计 5,674,585$            14,325,603$          19,450,275$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99,716$                 922,260$               2,352,077$            
　　预收账款 -                        -                        37,141                  
　　关联方预收款 -                        -                        38,422                  
　　递延收益 559,124                5,081,609             4,880,481             
　　应付税费 88,800                  10,062                  99,673                  
　　递延租金 103                       38,108                  76,492                  
　　其他流动负债 363,654                1,084,282             1,754,773             
总流动负债 1,111,397             7,136,321             9,239,059             

　　长期负债 3,273,681             6,988,023             9,981,686             
　　递延租金 -                        79,444                  109,002                
总负债 4,385,078             14,203,788           19,329,747           

权益：

　　普通股 50,000                  5,452                    5,452                    
　　B股 44,548                  44,548                  
　　股本 3,261,380             14,762,408           38,145,250           
　　未分配利润（未弥补亏损） (1,920,007)            (15,096,775)          (38,819,083)          
　　其他综合收益 (101,866)               406,182                726,543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289,507             121,815                102,710                
　　少数股东权益 -                        -                        17,818                  
股东权益合计 1,289,507             121,815                120,528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总计 5,674,585$            14,325,603$          19,45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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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美元） FY2015 FY2016 FY2017

运营活动现金流：

　　净利润（亏损） (1,849,674)$           (13,176,768)$         (23,719,949)$         
　　折旧及摊销 76,210                  721,839                1,474,064             
　　坏账准备计提 -                        3,829                    31,454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7,276                    -                        
　　(增加)/减少应收账款 (6,468)                   (91,407)                 (274,102)               
　　(增加)/减少预付供应商款 (209,832)               (462,182)               (124,080)               
　　(增加)/减少存货 (262,247)               (2,942,395)            840,241                
　　(增加)/减少其他应收款 (94,402)                 (59,118)                 (377,871)               
　　(增加)/减少预付租金 (169,520)               (463,125)               392,844                
　　(增加)/减少租金短期押金 (28,009)                 (130,668)               41,779                  
　　增加/(减少)租赁长期押金 (184,214)               (510,273)               (469,409)               
 　   增加/(减少)可退回增值税抵免 -                        -                        (930,544)               
　　(增加)/减少其他流动资产 (195,399)               66,656                  (509,131)               
　　增加/(减少)应付账款 103,925                866,571                1,317,096             
　　增加/(减少)预收款项 -                        -                        35,766                  
　　增加/(减少)关联方预收款 -                        -                        37,000                  
　　增加/(减少)递延收益 582,723                4,765,294             (523,166)               
　　增加/(减少)递延租金 107                       122,772                57,807                  
　　增加/(减少)应交税费 91,147                  (76,245)                 85,641                  
　　增加/(减少)预提费用和其他流动负债 358,949                778,042                575,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6,704)            (10,579,902)          (22,039,190)          

投资现金流：

　　购买长期资产 (4,035,354)            (6,076,036)            (3,255,146)            
　　支付在建工程款项 -                        (115,897)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35,354)            (6,191,933)            (3,255,146)            

融资现金流：

　　取得股东贷款的现金 6,573,785             4,105,698             9,626,917             
　　偿还股东贷款及垫款 -                        -                        (7,182,456)            
　　取得股东增资的现金 -                        11,501,028           23,382,8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73,785             15,606,726           25,827,30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0,451)                 519,740                398,25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余额 721,276                (645,369)               931,221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1                       721,417                76,04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21,417                76,048                  1,00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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