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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4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17——067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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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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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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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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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报喜鸟 股票代码 00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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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海静  

办公地址 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报喜鸟工业区  

电话 0577-67379161  

电子信箱 stock@baoxiniao.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47,705,501.53 925,154,039.90 2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602,597.19 -97,440,729.24 6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967,464.22 -138,058,251.81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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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712,089.94 -43,049,306.67 -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3.55% 2.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006,888,925.50 4,161,668,665.19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73,851,689.80 2,399,000,188.15 7.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3,8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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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泽 境内自然人 10.09% 126,056,099 94,542,073   

吴婷婷 境内自然人 4.69% 58,600,938    

吴真生 境内自然人 3.49% 43,600,932    

余建隆 境内自然人 2.37% 29,639,00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1.00% 12,501,1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3% 11,587,600    

黄嘉霜 境内自然人 0.88% 11,000,000 10,750,000   

张袖元 境内自然人 0.85% 10,603,000 10,452,250   

叶庆来 境内自然人 0.80% 10,000,000    

吴利亚 境内自然人 0.80% 10,000,000 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吴志泽、吴婷婷为一致行动人，与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

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吴婷婷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8,600,938 股份；

余建隆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9,639,000 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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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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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1 年公司债券 11 报喜 02 112051 2018 年 11 月 23 日 30,000 7.4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9.11% 35.37% 3.7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5 0.01 337.80% 

利息保障倍数 0.51 -2.36 121.5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73 -5.27 67.1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85 0.35 1,000.0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一主一副、一纵一横”的五五战略，以“以创新者为先、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完善业务框

架，完成公司全称的变更，完善薪酬考核激励机制，并对公司业务模块进行清晰的划分，设立报喜鸟自有品牌业务、国际代

理品牌业务、职业装品牌业务和投资管理四大业务模块，形成更为清晰、科学、高效的管理框架。报告期内，公司虽然积极

应对终端零售低迷的挑战，坚持“聚焦、简单、标准、可复制、坚守”的思路与原则，实施多品牌发展战略，推进全渠道营销，

打造全品类私人定制核心竞争力，但是终端零售市场未有明显好转，品牌差异较大，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仍为亏损。报告期

内实现营业收入114,770.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60.2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亏损68.59%，主要系报告期内虽然直营业务及宝鸟职业装业务实现收入增长，同时报告期内三项费用及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报告期内公司主营毛利率为62.41%，较上年同期上升5.75个百分点，主要系报告期内部分品牌销售

单价上升所致。报告期内各品牌运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报喜鸟品牌以扩大规模为导向，进一步优化网点结构，坚决关闭无效店铺，加强网点的开拓和合作意向商的

洽谈；重点推进私人定制业务的开展，完成对智能化生产系统的改善和升级，推动云翼智能项目开拓定制市场，提升产能利

用率，树立全品类私人定制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推广上，加强新媒体的广告投放，入选第十三届全运会浙江代表团的赞

助商，入选CCTV-9纪录频道《致匠心》纪录片及CCTV发现之旅频道《匠心智造》纪录片的优秀拍摄蓝本企业；加强供应

商战略合作、提升产品性价比，进一步完善MD提升反应速度，提高产品运营能力；适当调整营销政策，减轻加盟商经营压

力，促进品牌销售；加强法兰诗顿品牌的融入，提升品牌连带率，促进销售。 

HAZZYS品牌，品牌推广方面，加强会员的吸纳和维护，增强会员互动提升会员粘性，促进销售；产品研发上，持续推

进国产化，做强主推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加强成本控制；营销策略上，提高渠道拓展的标准和门槛，以优质店为目标，谨

慎开店。 

恺米切品牌，建立标准化运营体系，实现快速复制，提升品牌运营效率；加强客户数据分析，实现精准营销；加强商品

企划和货品管理，促进品牌产销率的提升；通过大型缝纫机巡展活动、扩展传播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lafuma品牌，深拓北方市场，扩大网点覆盖；深化产品风格，优化产品结构，实行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 

     云翼智能业务，作为定制加工业务服务平台，加强平台化建设，为公司定制加工业务提供资源支持、业务技能培训，拓

展服装加工定制市场。 

东博利尼品牌，重新确立品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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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鸟品牌，加大市场拓展，提升市场覆盖率；加强内部管理，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完善生产、供应链、运营支持体系，

提高运营效率，实现量价齐升，顺利完成半年度业绩指标。 

投资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出资180万元参股上海浚泉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浚泉信投资18%股权，并拟出资不超

过2亿元作为LP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截止报告期末,上海浚泉信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基金管理

人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P1062697。报告期内，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2,000万元参与设立赣州易正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报告期内，各主要品牌网点、面积及收入情况如下： 

品牌名称 网点数（个） 总面积（万平方米） 收入情况（万元） 

报喜鸟 684 16.35 48,131.45 

hazzys 272 3.02 28,586.82 

欧爵 7 0.097 900.01 

恺米切 106 0.75 4,518.10 

法兰诗顿 136（含融入店90） 0.59 2,305.77 

乐菲 67 0.57 4,247.39 

宝鸟 —— —— 21,408.83 

其他 —— —— 880.18 

合计 1272 21.337 110,978.55 

 

公司通过报喜鸟创投参股的公司2017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报告期内计提

减值明细 

小鬼网络 1,381.72 11.36 2,894.77 2,648.37 0 

仁仁科技 0.00 -108.62 1,778.25 1,789.51 21.08 

小凌鱼金服 7,049.64 310.58 5,748.22 2,741.76 0 

吉姆兄弟 213.11 -159.13 4,139.68 -635.54 0 

乐裁网络 106.52 -133.59 227.13 -175.23 0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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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

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

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

入。  

2017年8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期增加其他收益826,285.48

元,减少营业外收入826,285.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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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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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新增合并单位4家，原因为：  

公司于2017年1月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凤凰尚品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故2017年1月起将浙江凤凰尚品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纳

入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公司于2017年1月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锦凡服饰有限公司，故2017年1月起将浙江锦凡服饰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合并范

围； 

公司于2017年1月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云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故2017年1月起将浙江云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

表合并范围； 

公司于2017年5月设立全资子公司漳州汉爵斯服装有限公司，故2017年5月起将漳州汉爵斯服装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合

并范围；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3家，原因为： 

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于2017年3月注销全资子公司大连哈吉斯服饰有限公司，故2017年3月起大连哈吉斯服饰有限公司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于2017年5月注销全资子公司大连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故2017年5月起大连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于2017年6月注销全资子公司昆明哈吉斯服饰有限公司，故2017年6月起昆明哈吉斯服饰有限公司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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