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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9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2017-037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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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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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亦一 独立董事 因公务出差 刘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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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匹狼 股票代码 00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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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 袁伟艳 

办公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南工业区 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南工业区 

电话 0595-85337739 0595-85337739 

电子信箱 zqb@septwolves.com zqb@septwol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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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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011,063.30 1,144,075,680.27 1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005,197.97 105,225,385.34 1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5,748,372.94 56,586,777.47 51.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225,072.01 85,916,676.51 -27.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2.08%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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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1,028,777.29 7,919,664,313.04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59,603,805.90 5,197,755,279.26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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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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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9% 259,136,718  质押 131,250,000 

厦门市高鑫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63% 65,209,425   0 

洪泽君 境内自然人 2.34% 17,67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2% 13,005,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其他 1.72% 13,000,26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

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10,048,486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其他 1.31% 9,900,014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

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6,948,584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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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高鑫泓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两名发起人股东之间，两名发起人股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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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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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期末，股东洪泽君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普通股

17,670,000 股，均为报告期内新增持股。其余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均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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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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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七匹狼”品牌男装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衬衫、西服、裤装、

茄克衫、针织衫等。根据目标消费人群的年龄、着装场合和需求的不同，公司产品分为红标、

绿标、黑标、SW1960等产品系列。相关产品采用外包生产为主、自制生产为辅的生产（采购）

模式，通过批发与直营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在线下线上进行销售。业务的简要流程如下图所示： 

 

公司的商品企划部门主要通过前期的消费者调研、市场洞察以及销售终端的反馈、销售

数据分析，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及偏好，并结合国际上最新的流行趋势，形成成熟详尽的商品

企划方案；制定季节性的产品主题、色系、面辅料、产品创新点、卖点、价格及组合搭配的

设计创意，供商品设计团队按照制定的商品企划方案设计开发产品，确保开发的产品更加贴

近消费者需求，各品类能够完美组合，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利的一站式购买体验。 

在产品设计上，公司在上海、厦门设有设计中心，由来自意大利、韩国等地的专业设计

师组成设计团队，并与设计师工作室合作，采购其设计作品，丰富产品款式。近年来，为改

善闽派男装设计同质化的现象，公司不断加强自身的设计力量，开发更多的蕴含“七匹狼DNA”

的特色产品，努力推动产品与文化的融合。 

公司每年举行两次订货会，在每年3-4月举行当年秋冬产品订货会，在每年8-9月举行次

年春夏产品订货会。公司代理商和经销商参加订货会并向公司下单。下单后，代理商、经销

商须在规定时限内缴纳订单总额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为按时提货的保证金。综合考虑代理商、

经销商当季的订单金额、过往业绩和渠道终端数量等因素，公司给予其全部货款金额的一定

比例作为信用额度，支持代理商和经销商的业务发展。代理商支付信用额度外的货款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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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货，信用额度内的货款须在提货后的3～6个月内结清。公司直营体系以子公司为单位参加

订货会并下单。 

公司根据订货会的订单组织生产。在生产环节，公司目前以外包生产为主、自主生产为

辅。在掌握产品设计、企划等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公司按照不同产品品类产业集群情况选择

质量和信誉较好的成衣生产厂家作为供应商。目前，成衣供应商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江

浙等地区。为保证各季度订单能按照计划顺畅投产，确保品质和交期，公司在订货会结束后

发布订单数量给合格成衣供应商，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确保当季有效订单的充足生产空

间。公司定期组织技术、品质等相关人员到成衣供应商工厂巡厂，了解工厂实地生产状况，

进行有效沟通、互动。除了外包生产以外，公司的茄克类、外套类和休闲裤类的部分产品采

用自制生产的模式，充分运用自有优势品类生产线。目前，公司也在大力推行以现货为主的

配货机制，以小批量试单测试后迅速翻单的快反机制，以适应公司“批发”向零售的模式转

变。 

在销售模式方面，公司产品主要以向代理商批发销售为主，以直营零售为辅，在国内进

行销售。公司按照一定的条件选择某区域范围内的代理商，并与之签订《年度经销合同》，

实行买断式批发销售。各代理商在公司授权指定的销售区域自行开设加盟店或通过发展经销

商开设加盟店的方式销售向公司购买的产品。公司负责产品开发与组织、广告企划与发布、

销售终端市场管理、服务标准发布与培训等工作，代理商负责代理区域内产品的销售及渠道

终端的拓展。代理商通过参加公司每年春秋两季组织的订货会向公司下单，下单订购的产品

实行买断制，存货风险由代理商承担。公司对加盟终端的家具、租金等费用进行适当补贴。

在直营零售方面，作为承载创新模式、服务、售后等重要功能的直营店，在增强销售终端的

稳定性、公司品牌形象展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拓展、优化直营店是公司优化零售

销售网络结构的重要举措，是公司渠道建设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公司积极进行商业模式转型，推行“类直营”的经营业态，用零售管理的模式管理加盟店，促

进商品的管理方式和零售服务的标准化。在该业态下，经营模式从原有的代理商批发，走向

公司给予终端部分配货进行委托代销，打破代理商的惯性。用商品企划指导设计师，指导终

端。除上述通过实体店铺销售的线下渠道外，公司还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展产品销售，

目前已成为线下销售渠道的重要补充。 

2014年，公司加强了对“七匹狼”商标的管理，将原有对外授权的针纺类商标收回并自行

成立控股子公司经营针纺类产品。针纺类产品均采用外包形式生产，主要通过批发形式进行

销售。核心销售渠道为商超和电商。基于“七匹狼”品牌的强大号召力和优异的产品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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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针纺业务快速发展，已成为公司销售收入的重要来源。 

2015年，基于消费环境的变化，公司积极寻求商业模式的转型，由“纯实业”转化为“实业

+投资”的运营方式，拟成为一家时尚、零售的平台公司，通过组建时尚投资平台，汇聚时尚

投资的精英人士，参与线上线下的时尚消费业态，构建时尚消费生态圈。目前，公司已经搭

建了服装领域及相关时尚领域投资方面的专业投资团队；在文化及消费相关领域，公司也通

过组建专项基金的方式汇聚行业精英以推进相关工作。力图通过投资业务的健康发展，打造

七匹狼时尚集团。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2） 经营情况讨论和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仍处于商业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努力加快推进零售模式转型和改革，通

过“实业+投资”这一核心战略进行布局。得益于电商和针纺业务在报告期内增长较快，且主品

牌在整个需求环境弱复苏的背景下有所回暖，2017年上半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128,201.11万元，较上年同期114,407.57万元，上涨12.06%；利润总额15,838.57万元，较上

年同期13,880.39万元，上涨14.1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200.52万元，较

上年同期10,522.54万元，上涨15.95%。 

 抓住本轮调整本质，坚定进行“七匹狼”主品牌的转型和改革，以零售为导向，不断提升

和优化品牌力、产品力、渠道力和终端管理能力，促进商业模式转型，坚守稳固“实业”根基。 

 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公司的重点工作之一。近年来，在消费者的消费心态从“炫

富”“猎奇”向“理性”“实用”转变、从单纯的“工业品消费”向“精神文化需求消费”提升的背景下，

公司的品牌建设工作也从原有的单纯品牌宣传转向更多地关注“品牌力”的打造。致力于通过

创新的营销模式及多维度、多层次的品牌推广，让顾客可以联想到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

满足消费者的精神诉求。报告期内，公司再次带着充满民族元素和时尚潮流元素的“狼文化”

登陆米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时代风尚和民族经典之间的激烈碰撞与大胆融合。结合热门影

片《金刚狼3》所展现的狼性精神，进行跨界营销和推广，将狼性从院线延伸到现实，展现多

面狼性魅力。持续的品牌营销活动，使公司在保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保持品牌调性的同

时，也为品牌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为公司进行零售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产品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进行产品研发模式的调整，从消费者需求出发，努力加强产品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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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内涵的结合，同时不断提升产品性价比，增强“产品力”。 

2017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注重融合七匹狼文化的“DNA”特色产品的研发，加大蕴含品牌

文化的产品的开发占比。除了“苗狼 Miao”、“藏狼Tibet”、“傣狼 Thai”、“蒙狼 Mongol”

等完美呈现狼与艺术的结合的狼文化系列外，公司还从电影《金刚狼》中获取灵感，推出了

含有金属元素、廓形茄克、绅士西装等具有金刚狼元素的金刚狼新品服装，在其中注入狼性

的力与美。产品与精神诉求的良好结合，促使相关服装取得市场的广泛好评。 

在提升产品性价比方面，公司紧跟社会消费习惯发展趋势，继续延续“品牌款”和“基础款”

的定位区分。在“品牌款”的部分，加强产品的品质与格调，同时采取合理手段适度降低生产

成本，加强产品性价比；在“基础款”的部分，继续推动“优厂速购”（OWOOO）“平价”高性价比

系列的发展，以此切入大流量的平价市场，从而满足不同的消费人群的不同需求。 

 供应链升级 

供应链运营模式的调整是公司零售模式转型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保证公司“产品力”的核

心。在采购设计仍然占据一定比例的情况下，掌握优质的工厂为公司服务成为公司供应链改

革的重中之重。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原有供应链体系，积极引入战略供应商，与其建立

深度、紧密的联系，优化供应商结构。在此基础上，推动商品企划与供应链的有机结合，通

过做好产能计划和订单预投，试行部分产品快反。与此同时，继续通过采用“承包”、“合资公

司”等模式，与优质供应商建立创新的合作模式，简化谈价、跟单、检测等繁琐的管理程序，

将高成本的供应链前端业务转交给专业的供应商，而后端供应链从跟单、品管等传统工作逐

步升级为供应链平台，提升供应链效率，为公司打造“产品力”提供有效保障。 

 渠道建设 

在渠道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渠道管控模式的调整。一方面，公司继续按

照能够表现品牌形象、地位的品牌形象店和以销售高性价比基本款产品为主的平价店对终端

门店进行相应的分类改造，将开设在核心商圈、能够展示品牌形象的店划分为品牌店，并通

过品牌店进行创新模式、提供品牌服务等；将开设在次核心商圈和社区的店划分为平价店，

销售高性价比的产品。通过门店的分类和改造，实现公司渠道终端的全面升级和有效布局。

另一方面，更多关注市场终端，除了运用信息系统获取终端数据并分析运用于商品企划和渠

道分类外，公司还尝试推动公司与代理商的合作经营，加强公司对于终端的控制，将管理触

角延伸到加盟店的店员管理、终端陈设、货品调度、库存管理等方面，促进终端运营增效，

提升渠道经营效率。 

线上渠道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电商事业部积极打造线上爆款，不断丰富和扩展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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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销售品类。与此同时，加强线上线下的销售联动，通过利用电商部门反馈的商品点击率、

转化率、成交率等数据，持续加强商品、营销、电商、物流等各个事业部的互动沟通，加速

过季库存去化，确保商品在渠道终端的顺畅流通。2017年上半年，公司线上渠道继续保持了

较高增速的发展，共实现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其中针纺系列产品的销售收入超过2亿元，比

去年同期相比均增长超过40.00%。未来，公司将继续深化七匹狼品牌电商运营，努力打造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模式；探索独立产品系列，推行供应商战略代销；发展线上多元化电

商品牌，构建多品牌电商孵化平台。通过上述战略的实施，努力将电商业务打造成新的利润

增长点。 

 在对主品牌进行零售转型的同时，拟依托“实业”产业链资源，组建时尚投资平台，以

“投资”助发展，构建时尚消费生态圈。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实业+投资”这一核心战略，在不断深化七匹狼主品牌的改革和

调整的同时，积极推进投资相关工作，力图通过投资突破品牌的外延限制，参与到新的商业

模式和业态当中，打造七匹狼时尚集团。 

为了更加稳健地推动公司投资业务的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再次对投资并购业务的方向

进行了梳理，将公司具有专业优势的服饰相关的领域和方向作为未来的投资重点。同时充分

利用产业链资源，丰富项目开拓的渠道资源体系。截止到目前，公司在文化传播、跨境电商、

轻奢服装等领域均有所涉猎。具体投资项目可以参见下文的“投资状况分析”以及公司与本报

告同时披露的关于投资Karl Lagerfeld项目的单项公告。 

未来，公司将继续围绕时尚行业的产品、供应链、渠道、营销等抓手进行研究，挖掘行

业的投资机会。通过研究与公司运营能力的双重考量，寻找适合的投资标的。与此同时，挖

掘有效的战略合作伙伴，有效补充公司并购能力。 

在投资活动尚有资金结余之前，相关资金仍将继续用于稳健的理财行为。 

 公司下半年计划 

商业模式转型无法一蹴而就，改革之路任重道远。2017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既定的

战略方向，推动实业零售转型，推进投资步伐，通过打造“七匹狼”大时尚消费集团，不断提

升公司竞争力，巩固市场地位。 

（3）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宏观经济风险 

宏观经济情况与市场消费需求密切相关，若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将导致需求减弱，造成

终端信心的损耗，从而对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将坚定推行转型战略，向关注消费者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9 

的、以零售为导向的商业模式转变，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关注研发，坚持品质至上，努力

提升产品性价比，在满足消费者的精神诉求的同时，让消费者用合适的价格购买到高品质的

产品。通过向适宜当前外部环境的商业模式转型，克服宏观经济下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公司转型不达预期风险 

公司处于商业模式调整阶段，但若转型不达预期，则可能拉长调整周期并导致公司经营

业绩长时间低位徘徊。公司将在稳健的前提下快速地推进企业的变革，从思想、组织、机制

等各个维度按照零售模式进行建设和调整，努力打破改革的桎梏，引导企业向前发展。 

 投资进度不达预期风险 

公司始终坚持“实业+投资”发展战略目标，力求通过投资整合市场的有效资源。但由于优

质项目的稀缺性以及项目价格高企的风险性，公司面临投资进度不达预期的风险，从而影响

未来的利润增长。公司将充分运用长期以来积累的资源和人脉，积极寻找优质项目，寻求可

能的投资并购。与此同时，更多地从有潜力的小项目入手，以天使投资的方式培育有想法、

有希望、有前景的团队，推行内部裂变创业，以此切入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搭建公司时尚

投资平台。 

 投资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风险 

经济形势、市场环境、投资标的企业内部管理状况会给投资项目收益带来一定的不确定

性，从而给公司财务报表带来影响。公司将通过在投资管理制度中明确投资管理组织机构、

决策权限、决策程序等等，建立规范、有效、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和机制，要求投资团队在

严格的尽职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具体投资项目编制项目可行性报告、进行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并建立投后管理机制，以最大程度把控投资风险，提高投资经济效益，保证投资资金的安全

和有效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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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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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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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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增加：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减少： 

本期注销全资子公司武汉七匹狼服装营销有限公司100%股权；减少全资子公司厦门傲物

网络有限公司78%股权。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8月 22日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实际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上海柒合服装有限公司 设立 2017年1月 人民币300万元 100% 

福建狼图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设立 2017年1月 尚未出资 100% 

上海霍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设立 2017年4月 人民币500万元 100% 

上海七匹狼服装销售有限公司 设立 2017年6月 尚未出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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