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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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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7】0270 号）（以下简称“《意见函》”）。

本公司现根据事后审核意见函之要求，就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关于经营情况 

1、年报披露，公司 2014-2016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47 亿元、 8.24 亿

元和 7.44 亿元，同比变动为-2.69%和-9.71%;近三年净利润分别为 1.38 亿元、

1.12 亿元和 1.00 亿元，同比变动为-18.92%和-10.51%；近三年扣非后净利润分

别为 1.30 亿元、0.95 亿元和 0.73 亿元，同比变动为-26.43%和-23.67%；近三年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1.09 亿元、1.15 亿元和 0.78 亿元，同比变动为 5.50%

和-32.32%。请分析说明并披露:(1)公司近三年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逐年下滑的

原因，且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下滑幅度远大于收入下降的原因；(2)相比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的变动情况，2016 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大幅减少的原因。 

【回复】 

 (1)公司近三年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逐年下滑的原因，且净利润和扣非后净

利润下滑幅度远大于收入下降的原因。 

2014 年至 2016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4,717.85 万元、82,435.18 万元

和 74,431.72 万元，收入有所下滑，主要由于自 2014 年以来，公司对 VGRASS

品牌进行战略性提档，调整渠道结构、提升渠道档次，关闭了部分与 VGRASS

品牌档次不相符的店铺，店铺数量大幅降低，2014 年至 2016 年各年末，公司店



铺数分别为 335 家、220 家、189 家。随着店铺数量减少，2014 年至 2016 年公

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所下滑。 

2014 年至 2016 年，公司 VGRASS 品牌提档期间，毛利率水平基本稳定，

收入和成本的变动基本一致，销售费用与收入变动基本一致。相对而言，管理费

用和财务费用有所增长。近三年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 7,183.58 万元、9,487.59 万

元和 10,408.68 万，管理费用呈上升趋势。其中因战略提档，增强研发能力，致

使研发费用持续增加，2014 年至 2016 年研发费用分别为 2,401.81 万元、2,817.89

万元和 4,155.46 万元，增幅逐年提高；同时，因并购云锦 2015 年增加管理费用

1,351.41 万元，2016 年增加管理费用 1,856.89 万元；近三年的财务费用分别为

-407.16 万元、-1,581.43 万元和-571.67 万元，其中利息收入 2015 年同比增加

1,249.62 万元，而 2016 年同比减少 825.96 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司 2016 年开始将

部分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理财，导致利息收入相应减少，增加了投资收益。 

受净利润下降的影响，近三年扣非后净利润也有所下降，降幅大于净利润降

幅。主要由于：一、公司购买华宝信托产品（宝国国际），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2015 年为-73.56 万元，2016 年为 778.30 万元，相应导致扣非净利润的

下降；二、2016 年，部分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理财，投资收益计入非经常性收益。 

 (2)相比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变动情况，2016 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大幅减

少的原因。 

相比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变动情况，2016 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大幅减少的

原因主要有：主要由于店铺数量减少、收入下降，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和上

年相比减少 8,305.73 万元，采购商品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为 4,338.38 万元，支付

的期间费用及分公司保证金合计同比增加 2,116.27 万元，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3,703.24 万元。 

 

2、年报披露，公司实施云锦战略，将云锦文化与现代时尚和艺术相结合，

探索和推动云锦产品创新，未来将南京云锦打造成具备中国文化元素的国际知

名一线奢侈品牌。同时披露，2016 年织锦业务营业收入 2749 万元，毛利率 

69.08%，比上年减少 9.35 个百分点。请补充披露:(1)云锦战略的具体运作方式

和实施进展；(2)按照本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二号服装》第 3、5、

6 条的要求，披露云锦业务的品牌情况、经营模式和门店情况；(3)织锦业务 2016



年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回复】 

(1)云锦战略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实施进展； 

公司致力于云锦文化与现代时尚和艺术相结合，探索和推动云锦产品创新，

未来将南京云锦打造成具备中国文化元素的国际知名奢侈品牌。 

①创新云锦工艺品 

公司与国内知名绘画艺术大师合作，利用云锦织造技艺重新将大师名画精心

织造。用云锦的手工织造技艺表达大师画作的内涵，既是云锦传统手工艺品的创

新同时也赋予我国知名国画新的表达方式。截止报告期末，已按计划与国内多名

绘画大师合作，作品创新工作顺利实施。 

②与现代时尚和艺术相结合，将云锦元素面料运用于现代高级成衣和配饰设

计。 

云锦的工艺品、配饰等已有多年的制作及销售历史，且经常被单位与个人采

购作为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礼品及收藏。公司于2016年在意大利注册成立了

维格娜丝意大利有限公司（VGRASS ITALY S.R.L.），将聘请国际知名创意总监

和设计师团队，致力于将云锦悠久的文化内涵与欧洲时尚前沿结合，设计出兼具

中国文化元素和国际流行趋势的高端品牌时装。同时，公司拟在欧洲顶级时尚街

区设立一家旗舰店，用于展示云锦文化、销售云锦时装和艺术品等。目前，维格

娜丝意大利有限公司拟在当地签署房屋租赁协议，公司拟为该租赁协议项下维格

娜丝意大利有限公司支付房屋租赁费用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已于2017

年3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尚需在2017年3月24日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按照本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二号服装》第 3、5、6 条

的要求，披露云锦业务的品牌情况、经营模式和门店情况； 

①云锦业务的品牌情况 

目前，公司拥有南京云锦研究所吉祥云锦品牌。吉祥云锦不断为追求卓越生

活的人士提供具有品位的工艺品、服饰配饰、高级面料等云锦产品，将千年皇室

文化植入现代人的时尚生活。 

②经营模式 



目前，公司云锦业务为自主经营模式。云锦业务分为云锦工艺品业务、云锦

服饰业务和云锦面料产品业务。云锦工艺品方面，公司采用自主设计、自主生产

和自主营销的经营模式；云锦服饰业务方面，公司充分发挥云锦技艺和设计的特

长，以旗袍、披肩等传统服饰为主，自主生产，自主经营；云锦面料业务方面，

一是以云锦博物馆为依托进行云锦面料销售，二是尝试将云锦品牌用于高级成

衣、高级定制的设计与制作。 

③经营现状 

云锦主要产品为云锦服饰、云锦工艺品、丝绸复制品制造与销售。主要客户

群体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国际及国内各大博物馆（委托复制文物），

25岁到 60岁的国内外知识、中产、白领阶层、服装设计以及其他个人消费者。 

由于云锦的设计、意匠及织造工序一直是由人工来完成的，从而导致云锦的

生产规模和产量相对较小。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利用现代高新技术革新传统的木

织机，改变云锦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工艺，开拓织锦产品产业化生产方式，从市场

需求角度出发紧紧围绕云锦产品的特性，使云锦产品迈入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效

益的文化产业新市场。 

2016 年云锦设计部门与部分画家合作研发出新作品，由于研发周期长，在

2016年只处于试样状态，预计在 2017年投入生产。 

④门店情况 

目前，公司拥有云锦博物馆门店。目前，公司正在分阶段对南京云锦博物馆

门店进行形象定位提档工程，该工程预计在 2017年内全部完成。 

(3)织锦业务 2016 年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由于云锦产品价值高，研发和生产周期长，新产品未能量产上市。2016 年

云锦业务是以消化老库存为主，促销力度加大，导致毛利率下降。 

 

3、年报披露，公司采取了自主生产和外协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请补充

披露自主生产和外协生产的产品内容，本年度营业成本中外协生产成本、以及

自主生产的原材料、人工工资、折旧、其他制造费用等构成项目的金额和所占

比重情况。 

【回复】 



（1）自主生产和外协生产的产品内容 

公司采取了自主生产和外协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公司主要产品为

VGRASS 品牌女装。2016 年度，VGRASS 品牌女装自主生产和外协生产的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加工类型 品类 入库数（件） 数量占比 成本合计 金额占比 

自主生产 

裙子 39,653 7.91% 2,345.71 10.36% 

上衣 43,009 8.58% 1,612.02 7.12% 

外套 31,300 6.25% 2,430.51 10.74% 

其他 15,913 3.18% 997.13 4.41% 

小计 129,875 25.92% 7,385.37 32.63% 

外协生产 

裙子 208,678 41.65% 8,788.26 38.83% 

上衣 96,415 19.24% 2,611.49 11.54% 

外套 37,724 7.53% 2,432.04 10.75% 

其他 28,343 5.66% 1,414.73 6.25% 

小计 371,160 74.08% 15,246.52 67.37% 

合计 501,035 100.00% 22,631.89 100.00% 

（2）本年度营业成本中外协生产成本、以及自主生产的原材料、人工工资、

折旧、其他 制造费用等构成项目的金额和所占比重情况 

2016 年度生产成本中外协生产成本、以及自主生产的原材料、人工工资、

折旧、其他 制造费用等构成项目的金额和所占比重情况。 

 
  

金额：万元 

加工类型 成本类别 成本额 占比 

自主生产 

原料 4,239.77  18.73% 

人工 1,702.01  7.52% 

折旧 111.28  0.49% 

其他制造费用 1,332.31  5.89% 

小计： 7,385.37 32.63% 

外协生产 

原材料 8,984.49  39.70% 

外加工费 4,764.65  21.05% 

其他制造费用 1,497.38  6.62% 

小计: 15,246.52 67.37% 

合计： 22,631.89 100.00% 

 

二、关于财务信息披露 

4、年报披露，2015、2016 年销售费用分别为 3.56 亿元和 3.08 亿元，分别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43.22%和 41.43%。请公司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5 或 2016

年的数据，说明并披露公司销售费用比重是否偏高，以及销售费用较大的原因。 

【回复】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费用比重如下所示： 

项目 
朗姿股份 

（2015 年度） 

歌力思 

（2015 年度） 

维格娜丝 

（2016 年度） 

维格娜丝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元） 1,144,252,813.08 835,289,709.02 744,317,187.62 824,351,844.37 

销售费用（元） 407,938,634.92 270,384,784.84 308,407,540.82 356,318,862.13 

销售费用占营业

收入比重 
35.65% 32.37% 41.43% 43.22% 

注：可比公司 2016 年年报尚未公告，无法取得可比财务数据。 

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较高。主要原因为： 

①公司坚持以直营店销售为主的销售模式，直营销售比重较高。 

公司坚持以直营为主的销售模式。直营销售模式下，公司自主选址、自行装

修、总部直接管理，销售费用高于加盟模式 

2015 年公司直营店销售和加盟商销售比重分别为 97.45%和 2.55%，2016 年

公司直营店销售和加盟商销售比重分别为 98.62%和 1.38%。同行业可比公司中，

歌力思采用直营店零售、分销商分销和网络销售等销售模式，三者在 2015 年占

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54.82%、35.94%、9.24%。朗姿股份截至 2015 年末共

有 486 个店铺，其中自营店铺 317 个，经销店铺 169 个。公司直营店销售比重远

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司销售费用也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②公司 2015 年、2016 年进行战略调整，关闭与公司战略不符的店铺，导致

当期销售费用较高。 

2015 年公司大力进行渠道的结构调整，进驻多个重点城市高端商圈及商场，

如上海港汇、上海中信泰富、深圳海岸城、天津银河等。2015 年公司新开高端

店铺 24 家，关闭与品牌形象不符的店铺 139 家，调整楼层、扩大面积的店铺 31

家。2016 年公司继续向提升渠道档次，新开店铺 16 家，关闭 47 家，调整楼层、

扩大面积，优化店铺近 30 家。公司调整店铺结构导致店铺装修、商场费用大幅

增加。 

 

5、年报披露，2016 年公司新开店铺 16 家，关闭 47 家，店铺数同比下降 

14.09%；同时，销售费用中店铺房租摊销较上年增加 39%；其他应收款较期初



增加 57.99%，主要为购物中心保证金增加所致。请补充披露:(1)店铺减少的情

况下，报告期店铺租金摊销大幅增长的原因；(2)结合门店保证金政策，在店铺

减少的情况下，保证金大幅增加的原因。 

【回复】 

(1)店铺减少的情况下，报告期店铺租金摊销大幅增长的原因 

2016 年公司减少的店铺主要为直营商场店，商场店以扣点形式、无需支付

租金，销售费用-店铺租金主要核算内容为购物中心店铺的租金；2016 年公司新

设 2 家购物中心店，增加租金 575 万元；另外公司有 3 家购物中心店为 2015 年

下半年设立，其房租在 2015 年仅体现了一部分而 2016 年度体现了完整年度。上

述因素导致了 2016 年公司店铺租金较上年增加 850 万元。 

(2)结合门店保证金政策，在店铺减少的情况下，保证金大幅增加的原因 

2016 年公司新开设 16 家店铺共增加保证金 558 万元，其中有 4 家购物中心

店，保证金为 488 万元；2016 年公司关闭店铺保证金未全部收回，截止报告期

末已收回合计 44.5 万元，截止 2017 年 3 月 23 日收回 65.80 万元，剩余部分为未

到合同约定退还时间，大部分撤柜店铺合同约定退还时间为撤柜后半年到一年

内。上述因素导致了 2016 年公司保证金较上年大幅增加。 

6、年报披露，公司拟收购 Teenie Weenie 品牌，收购完成后，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融资不能顺利实施，存在上市公司负债较交易前有较大幅度上升的

风险。请公司补充披露，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完成前，上述收购预计对

公司 2017 年财务费用和业绩的影响，以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1）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完成前，上述收购预计对公司 2017 年财

务费用和业绩的影响 

2016 年，公司开展收购 Teenie Weenie 品牌及该品牌相关的资产和业务项目。

本次收购标的资产整体价格为 493,200.63 万元，第一步收购标的资产 90%股权的

对价为 44.39 亿元（未考虑可能的调整估值因素）。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

获得的外部融资总额约为 35 亿元，年化利息预计为 2.39 亿元。本次收购后，在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财务费用将有较大幅度增加。 

交易标的 2015年营业收入为 208,175.26万元、估值净利润为 43,840.06万元。



由于公司为本次收购筹集了大额外部融资，需支付较高的利息费用，且非公开发

行股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收购预计会提高公司 2017 年的经营业绩，也

会相应增加利息支出。 

（2）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偿还外部融资的资金来源包括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发行人日常

经营盈余资金和其他外部融资。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收购 Teenie Weenie 品牌及该品牌

相关的资产和业务”，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六次会议、第三届

董事会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及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此后，公司将充分考虑各融资方案的可行性，通过多种融资方案结合的方式

募集资金，偿还外部融资。另外，随着发行人资产规模扩大，盈利能力增强，且

控股股东可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将进一步增强发行人的融资能力，为发行人偿

还外部融资提供保障。 

 

三、其他 

7、年报披露，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王致勤与宋艳俊是夫妻关系，宋旭昶与吕

慧为夫妻关系，宋旭昶为宋艳俊之弟。请公司明确说明并披露:(1)上述股东是否

为一致行动人关系；(2)完整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所有一致行动人，报告期末

各自及合并持股数量；(3)结合前述问题，核对年报中“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

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是否披露准确，如否，请更正。 

【回复】 

（1）上述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在公司年报披露的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王致勤与宋艳俊是夫妻关系，宋旭昶

与吕慧为夫妻关系，宋旭昶为宋艳俊之弟。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

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 

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



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 

宋旭昶、吕慧为王致勤、宋艳俊是《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在公司

收购事项上自然形成的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宋旭昶、吕慧为王致勤、宋

艳俊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但宋旭昶、吕慧与王致勤、宋艳俊未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 

（2）完整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所有一致行动人，报告期末各自及合并持

股数量； 

报告期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亲属关系的股东及其所持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持有公司股份数（股） 

持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关联关系 

王致勤 48,328,157 32.66 公司实际控制人 

宋艳俊 37,732,800 25.50 公司实际控制人 

吕慧 3,298,400 2.23 吕慧与宋旭昶为夫妻关系 

宋旭昶 3,329,200 2.25 宋旭昶为宋艳俊之弟 

宋子权 280,000 0.19 宋子权是宋艳俊之叔 

合计 92,968,557 62.83 / 

（3）结合前述问题，核对年报中“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

系的方框图”是否披露准确。 

宋旭昶、吕慧、宋子权与王致勤、宋艳俊存在亲属关系，但并未签署一致行

动协议。自公司上市以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王致勤、宋艳俊夫妇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均保持在 50%以上，且二人分别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董事副总经

理职务，王致勤、宋艳俊被认定为实际控制人且未发生变化。年报中“公司与实

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披露准确。 

 

8、年报披露，“2016 年分季度主要账务数据”第一季度净利润等数据与 2016 

年一季报披露的差异较大，请核实后，说明差异原因并更正。 

【回复】 



2016 年一季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498,803.94 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198,600.01 元，而本公司年

度报告中披露：2016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49,880,394”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19,860,001”元。 

经本公司核对后发现年度报告数据有误，系本公司工作人员在填制报告时误

将标点符号用错，特此予以更正。本公司内部已向编报表人员宣贯数据准确性的

重要性，杜绝此类错误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