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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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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赵红光先生 因工作原因 邵峰先生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A10938号审计报告确认，2016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778,170.83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12,030,575.51 元，减去发放 2015 年度普通股股利 24,641,972.63元，2016 年度实际可供全体

股东分配的利润共计 308,166,773.71 元。因母公司年末未分配利润-27,096,101.40元尚未弥补，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利润分配条件需达到“公司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

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的规定，故本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此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龙头股份 60063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峰 何徐琳 

办公地址 上海市制造局路584号A座4楼 上海市制造局路584号A座4楼 

电话 021-34061116 021-63159108 

电子信箱 ltdsh@shanghaidragon.com.cn ltdsh@shanghaidragon.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以品牌生产、销售及国际贸易为主营业务。自主品牌业务包括以三枪、

ELSMORR、鹅牌、菊花、海螺、民光、皇后、凤凰、钟 414 等品牌为主的针织、服饰、家纺类产

品 的生产和销售，合作品牌业务包括迪士尼、Navigare、Bagutta 等。针织类产品主要包括针织内

衣、家居系列、休闲系列、内裤、文胸和袜品；家纺类产品主要包括床单、被套、枕套、靠套、

被芯、毛毯、毛巾等；服饰类产品包括衬衣、休闲裤、T 恤、毛衫、夹克、羽绒棉褛、大衣等。 

（二）经营模式 

公司品牌业务产品大部分为自产，服饰配套产品为委托加工，并采取全渠道、双线市场的经

营模式，以自营销售为主，包括自营专卖店、大百货/超市专柜等渠道。同时，主要品牌都有线上

销售业务，在各主流平台均有旗舰店、专营店。另外，线上与线下均有加盟分销渠道。 

公司外贸业务主要承接国际贸易订单，形成来料加工、来样订货和一般贸易三种模式，已经形成

具有内贸的品牌优势与一定规模可控的生产基地，主要贸易市场为欧美、日本、澳大利亚、新加

坡、香港地区等。同时，公司强化内外贸易联动，注重内外部资源共享，有效丰富产品线，为各

品牌的渠道模式升级服务。 

（三）行业情况 

从当前行业情况看，全球经济调整仍未到位，下行压力较大，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深度

调整阶段，复苏脆弱；全球价值链进入重构期，美国正推进再工业化，一些发达国家从降低成本

等考虑，缩短全球供应链，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经贸规则领域，多边贸易体制举步

维艰，自由贸易区迅猛发展，全球贸易碎片化风险上升；相对于传统纺织品贸易，正处“青黄不

接”阶段，优势在趋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着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头挤

压”；国内受居民收入增速下滑预期，纺织服装行业内需增速仍小幅承压，供给方面，未来新增产

能可控，但领先的标杆企业已作调整、去化库存，整体供需格局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行业集中

度仍不高，快时尚品牌加剧了行业竞争，且电商竞争日趋激烈；纺织行业主要原材料棉花价格反

弹，且品牌企业渠道成本仍在高位，仍将处于关店调整期，财务表现难有实质性改善。另外，家

纺传统扩张方式已遇瓶颈，亟需提高整合能力，依靠品牌与品质，创新与差异，俘获消费者信任



是硬道理，且家纺、家居品类之间的壁垒已模糊，全品类的大家纺一体化竞争力、以及个性化、

差异化、时尚化家纺正当进行时，定位精准、战略清晰、能够适应需求变化、符合新中产阶层、

尤其新生代喜好的家纺企业，已率先转型、突破玻璃顶，未来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2,579,682,681.47 2,398,785,168.80 7.54 2,307,282,048.48 

营业收入 4,249,983,112.59 4,263,316,382.79 -0.31 4,127,261,771.8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778,170.83 80,921,163.21 -74.32 63,462,927.0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1,712,160.56 47,401,442.31 -12.00 49,341,857.0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94,966,227.20 1,694,699,729.71 0.02 1,631,629,712.3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2,379,057.52 -47,429,668.60 不适用 94,136,935.8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19 -73.68 0.1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19 -73.68 0.1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3 4.86 减少3.63个百分

点 

3.9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57,974,502.33 1,076,308,630.36 870,499,100.67 1,445,200,87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2,479,930.78 27,884,127.74 20,002,537.15 -49,588,42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1,267,524.32 8,786,668.83 18,914,519.91 -7,256,55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7,348,727.34 -126,287,931.24 -92,413,767.58 173,732,029.0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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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3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9,95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

公司   

0 127,811,197 30.08 0 无 0 国有

法人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保赢 1号 

4,625,000 4,625,000 1.09 0 无 0 其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发小

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3,224,921 3,224,921 0.76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784,578 2,784,578 0.66 0 无 0 其他 

上海南上海商业房地

产有限公司 

0 2,160,000 0.51 0 无 0 其他 

黄宗路      1,306,061 1,306,061 0.3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俞晔     0 1,263,600 0.3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05L－FH002沪 

1,200,000 1,200,000 0.28 0 无 0 其他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0 1,090,000 0.26 0 无 0 其他 

刘伟   1,013,600 1,013,600 0.2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2、未知在其他无限售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国内各类成本持续上升，海外市场需求下滑，面对错综复

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迅速变化中的消费者行为，公司及时反应，积极应对，继续巩固主要品牌市场

地位。报告期，公司各项经营业务顺利推进，经营工作得到进一步提升。 

受公司进出口业务诉讼案的减值计提以及退回出口退税款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全年经营业绩

有大幅度下降，但随着上述事项的逐步处理，公司外贸业务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报告期，

若剔除上述因素影响，2016 年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保持了持续稳定。主

要工作情况如下： 



（1）线下渠道转型有序推进 

1）三枪 5+2 模式稳健发展、成效显著 

针织事业部（三枪针织）积极响应公司战略要求，年初就确立了三枪渠道转型发展的五年目

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三枪团队谋划在先、布置在细，落地在实，全年以新开/翻新/扩改三种

模式共计打造 ULOVE三枪生活馆新模式店，目前 5+2 模式稳健发展、成效显著。 

2） 海螺 GC 集合店积极推进 

服饰事业部（海螺服饰）积极策划渠道模式创新，推出 GC品牌集合店的创新模式。新模式店

通过多品牌融合，组成一盘货，改变了传统海螺门店单一的衬衫形象，形成了 Bagutta、GERMES、

GOLD CONCH品牌互补关系，品类几乎涵盖男士所有服饰品类，给予消费者更多选择。 

3） 家纺 MG Home 成功起步 

家纺事业部针对快时尚、慢生活、泛家居，心理年龄 30岁左右女性客群，重新定位，调整了

产品大类中家居与家纺比重，推出了 MGHOME 家居生活馆新模式店。新模式店主打“家纺+家居”

模式，通过一站式购物，增强消费粘性，期望成为未来事业部新的业务增长点。 

公司各业务板块新模式的推进，强化了事业部间的协同效应，压力传递的同时有效带动了配

套业务的转型。 

（2）线上业绩再度刷新 

电商业务的拓展是 2016 年工作重中之重，公司电子商务事业部协同各品牌电商业务团队,积

极拓展渠道,全年公司电商业务实现快速增长。 

其中，公司强化电视购物新渠道的打造，整合产品设计、供应链、渠道、零售等各方资源，

强化优购物等新平台运作，全年电视购物渠道快速增长。公司技术中心与龙头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深化与针织、家纺事业部产业化合作途径，取得了良好市场效果。 

（3）内购展会获得成功 

12 月上旬公司成功举办了近年规模最大的内购展会，一周累计营业额超过 1000 万元。这次

成功的内购会，是公司各业务板块资源集聚，事业部间有效联动的成功尝试，后期公司将继续不

遗余力拓展各种新的营销模式，发挥公司多品牌、多品类的品牌集合优势，在市场上的取得更大

的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 

（4）内外协同共创佳绩 

公司国际贸易事业部强化设计研发、加工制造与品牌业务源头对接，注重内外部资源利用，

有效参与内贸产品设计与品类整合，拓展产品线，为各品牌的渠道模式转型服务。报告期，利用

全球采购优势，积极探索内外贸联动，有效降低采购成本。 



（5）“走出去”勇敢跨步 

公司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30,183 万美元。其中，自营业务达到 5407 万美元，占比 17.9%；

针对日本、欧洲客户持续向东南亚转移现状，主动向客户提出一站式的服务解决方案，这对提高

自营占比、降低成本、提升供应链整合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基础管理效能提升 

报告期，公司注重基础管理能效持续的提升。一是加快电子化仓库建设，改进原有低效业务

流程，不断提升仓储管理信息的准确率。二是再造研发设计流程，进一步提升品牌的专业化与市

场化运作能力。三是持续开展制造业成本控制，提升了管理与生产效能。四是加强人才引进及培

训工作，为公司全国布局的品牌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49亿元，同比下降 0.3%。报告期受国际棉花案仲裁裁决计提

赔偿损失和受国税稽查五局追回退税款影响利润大幅下降，实现净利润 2,099万元，同比下降 74%，

实现每股收益 0.05元。公司资产规模进一步增长，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5.80亿元，

较期初增长 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子公司 31家（包括外地销售子公司 14家），本年合并范围增加 3家新

设公司：①本公司与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上海纺织时尚定制服饰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 51%的股权；②本公司子公司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新设 2 家全资子公司：云南

三枪商贸有限公司以及上海三枪（集团）江苏纺织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 2016年年报全文附注“八、合并范围的

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王卫民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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