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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4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9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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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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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48478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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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斯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郗惠宁 徐亚平 

办公地址 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 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 

传真 03175115789 03175115789 

电话 03175090055 03175090055 

电子信箱 huasi@huasigufen.com huasi@huasigufen.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在裘皮服装、服饰设计、生产、销售的基础上，秉承做大做强裘皮行业，为行业服

务的原则，整合国内裘皮行业，打造毛皮全产业链--裘皮行业线上、线下服务平台。线下平

台包括海外珍惜水貂育种、毛皮原材料交易市场、华斯裘皮城、华斯直营店。线上业务包涵

线上销售、线上融资平台。 

一、华斯股份线下平台业务 

1、海外优良水貂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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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庞大需求的国际市场，国内养殖户望眼欲穿，虽积极引进国际名种貂种到国内养殖，

可现实是屡养屡败，主要原因是不科学、不懂技术、缺少优良品种。 

2013年，公司在丹麦和拉脱维亚拥有8个貂场，用国际化的标准，科学选种、育种。公司

可直接控制国外高端水貂优良品种引入国内，帮助国内养殖户致富并提升国内水貂档次。届

时，公司将借助国际先进的养殖技术、人才、理念，加大研发力度，培育适合中国本土大规

模养殖的优良种貂，在国内推广，提高养殖户的收入，带动农户致富。 

2、中国肃宁国际毛皮交易中心：中国肃宁国际毛皮交易中心（暨裘皮原材料交易市场）

建筑面积130626.13平方米，拥有商铺752户，露天摊位约844个，改变了毛皮“地摊经济”，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皮毛交易市场。中国肃宁国际毛皮交易中心的2014年6月落成开业，改变了

原有商户的粗放经营模式，交易档次和水平升华，交易环境时尚、赋予浓郁的商业气息，吸

引世界各地商旅纷至沓来，成为国内最活跃的毛皮集散经济体。 

 3、毛皮服装、服饰生产加工业务：全球最大的裘皮制品生产企业、具有优秀的服饰设

计能力；稳定、快速的原皮资源采购能力；高水平的原皮综合利用开发能力；稳定的高端客

户资源和长期合作关系。 

4、华斯裘皮城：华斯裘皮城一期2013年11月18日开业，“一站式”裘皮时尚中心。裘皮

城一期建筑面积8万平米，一楼引进国内知名箱包品牌等入驻到国际裘皮城。二三楼主要引进

国内外裘皮服装、服饰品牌。 

华斯裘皮城二期于2015年10月份开业。华斯裘皮城二期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将以箱包、

皮衣、羊绒、裘皮品类为主，打造中高端的工厂店；另有华斯生活购物广场，以家庭欢享型、

生活体验式购物为主要定位，涵盖影院、精品超市、儿童娱乐、主题餐厅、休闲购物，一种

崭新的生活方式竟在这里开启。 

5、直营店：主要以HERAS、和EGAKE为品牌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心商圈的商场开设直营店，

HERAS的以时尚生活高端品牌定位，提倡优雅知性的生活方式，为时尚优雅仕族定提供高品质

的精致优雅生活。EGAKE致力于为成功时尚女性提供最适合而丰富的私人衣橱服务。公司目前

共开设直营店铺11家。 

二、华斯股份线上平台业务 

1、线上销售平台——微卖 

公司2015年5月收购微卖30%的股权。 

华斯股份发挥行业龙头地位，通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使产业链全面打通。公司积极探索

新的领域和新兴行业，使之武装裘皮行业，使公司现有的行业全产业链得到深挖和升华。 

手机应用端“微卖”是一个基于全网移动社交媒体的电商平台（电商3.0）。 

使用户通过一个个的社交圈子实现全网络无所不在的交易体系。不但卖家可以找到买家；

买家通过社交媒体，大数据挖掘的匹配，也可以匹配上合适的商品和卖家。在手机应用端“微

卖”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进行商品的分享、传播和交易。 

“微卖”的C2C、 B2C2c业务与公司现有的中国肃宁国际毛皮交易中心和华斯国际裘皮城

业务相契合。能为公司现有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提供多项互联网解决方案。 

微卖是一个基于全网移动社交媒体的电商平台，在微卖的平台上每一人都可以免费进货

开设自己的店铺，通过自己的微博、微信、QQ、短信等社交方式分享推荐给朋友或者客户达

到销售的目的。 

2、天猫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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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EGAKE品牌在天猫开设旗舰店，销售高端裘皮女装。以此补充未开设店铺的城市。  

3、线上融资平台 

公司与微卖、安心de利合作投资设立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是继投资移动社交电商平台--

微卖之后的又一互联战略型布局。 

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的大数据平台与公司、移动社交电商平台的信息与数据的收集、整

理、分析将形成互为支撑的格局。 

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毛皮经销商可以通过毛皮质押申请线上贷款，此业务品种多样（目

前可质押生皮、熟皮）、期限灵活、随借随还，手续简便。为毛皮经销商资金需求开拓了新

的渠道。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566,909,774.58 833,882,864.06 -32.02% 638,715,51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66,889.18 94,824,397.71 -80.95% 84,232,76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72,744.21 87,317,627.21 -85.72% 80,966,64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03,438.48 -274,339,606.27 117.72% 76,106,089.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8 -82.14% 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8 -82.14% 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 7.28% -5.99% 8.4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299,840,448.20 2,140,326,450.93 7.45% 1,419,413,36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4,721,864.48 1,391,925,121.81 0.92% 1,025,839,780.2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2,109,428.71 110,653,397.91 160,586,980.14 163,559,96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52,788.99 -655,388.53 -2,125,599.96 10,095,08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71,615.51 -4,075,587.79 -2,470,498.70 8,547,21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97,584.98 -3,837,477.04 -12,159,285.27 43,302,615.8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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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8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2,74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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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贺国英 境内自然人 33.58% 117,012,093 95,596,570 质押 29,7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文体健

康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91% 10,146,825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博创

新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0% 8,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其他 1.94% 6,775,86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价值

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7% 5,820,117 0   

贺树峰 境外自然人 1.41% 4,914,000 3,685,50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科

瑞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0% 4,884,108 0   

中国工商银行

－南方绩优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5% 4,710,046 0   

上海纺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0% 4,537,073 0   

0899081557 中

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国防军

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6% 4,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贺国英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贺树峰是贺国英的堂弟，构成关联关系。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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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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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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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管理层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董事会

确定的年度战略经营目标，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努力调整业务结构、加快技术创新，

管理水平明显提升，企业文化稳步推进，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

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继续增强。 

2015年，公司完成了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的工作，打通了整个行业的产业链条，同时，

公司积极探索新的领域和新兴行业，使之武装裘皮行业，使公司现有的行业全产业链得到深

挖和升华。公司带领行业向互联网+的业务开始探索，为裘皮行业在分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等

方面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进一步为公司扩大了行业掌控能力： 

     1、2015年5月收购优舍科技30%的股权。 

     公司投资之初，2015年第一季度：“微卖”日均成交额120万元、日均活跃人数25万； 

2015年第四季度，日均成交额达1000万元、日均活跃人数达280万；2015年全年日均成交额328

万元，日均活跃人数150万。“微卖”是一个基于全网移动社交媒体的电商平台，2015年在全体

管理层的共同努力下，在行业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015年6月，公司与“微卖”、“安心de利”共同投资设立华斯易优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 

 “华斯股份+微卖+互联网金融”的模式战略意义重大，通过植入互联网金融，为裘皮行业

的上下游商户/用户提供更完备的资金支持；在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大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了

实现产业链上资源优化配置；拓展互联网金融提高公司服务的附加值，进而强化产业资源和

客户资源，巩固产业地位。 

此举是继投资移动社交电商平台之后的又一战略布局，为裘皮产业链提供了多层次的金融

服务，引进了增量资金，为公司未来创造了新的盈利增长点。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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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3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河北华斯生活购物广场商贸有限公司 设立 

肃宁县华斯易优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沧州市华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设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无。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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