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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22                          证券简称：博士眼镜                          公告编号：2017-042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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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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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眼镜 股票代码 3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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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秋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中路交界东南荣

超经贸中心 502 
 

电话 0755-82095801  

电子信箱 zqswb@doctorglasses.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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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826,864.90 202,453,177.76 1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413,161.27 16,774,584.19 2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9,700,849.96 16,585,744.76 1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993,188.00 25,209,748.99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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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52 0.2607 9.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52 0.2607 9.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5% 7.47%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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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238,959.36 298,698,520.60 6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2,348,719.04 245,391,847.95 72.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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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ER 

LIU 
境外自然人 27.46% 23,562,000 23,562,000 质押 4,645,000 

LOUISA FAN 境外自然人 22.87% 19,620,500 19,620,500   

上海豪石九鼎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5.10% 4,375,900 4,375,900   

深圳市江南道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2% 3,880,000 3,880,000   

苏州工业园区昆

吾民乐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3.31% 2,844,220 2,844,220   

苏州工业园区昆

吾民安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3.06% 2,625,480 2,625,480   

杭州华青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5% 1,755,000 1,755,000 质押 1,755,000 

深圳市陶润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70% 1,462,500 1,462,500   

苏州嘉赢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1.27% 1,093,900 1,093,900   

刘志军 境内自然人 0.92% 791,980 791,9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ALEXANDER LIU 与 LOUISA FAN 为夫妻关系；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

安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嘉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为同

一法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刘志军合计持有 791,980 股，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725,135 股外，还通过中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6,845 股； 

股东胡帅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8,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18,000 股； 

股东王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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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9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191,990 股； 

股东杨超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3,7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53,700 股； 

股东尤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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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00 股，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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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持有 129,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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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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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理念、习惯也逐渐发生变化，眼镜不

再仅是单纯矫正视力的工具，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作为时尚配饰，同时，随着眼镜功能的多样化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

样的选择，“一人多镜”的消费群体逐渐增多，消费需求的旺盛促进了眼镜零售市场的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区域领先、稳健扩张”的发展战略，按照既定的经营目标，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持续优化经营结

构、管理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强化门店建设，主营业务继续呈现稳健发展的态势。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682.6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0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41.3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7.65%。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

方面工作： 

1、公司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及修订了《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及《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

并在公司内部严格落实执行，加强公司的规范运作。 

2、公司持续推进营销服务平台的建设，注重门店销售网络布局，开设新店之前，公司谨慎对拟开店地区进行调研、分

析，评估其潜在经营价值。同时，公司通过对门店的经营销售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并考虑合同到期、租金成本

上涨等因素，关闭一些销售不理想的门店，以促进公司营业收入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22家，其中直营门店21家，加盟店1家。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共有门店331家，其中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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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316家，加盟门店15家。 

3、公司继续推进信息化建设项目，各部门参与讨论信息化流程的梳理和优化，目前已组建内部项目建设团队，并与软

件合作方积极商讨信息化建设的相关方案，公司将继续根据既定的项目实施计划，推动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4、为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加强国际业务拓展力度，加快公司国际化发

展进程，报告期内，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公司与国际市场的联络

窗口，该事项需要商务主管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该事项的进展。 

5、公司一直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根据行业性质和经营发展需要，鼓励员工参加职业技能等相关职称考核，调动员

工参加专业学习的积极性，继续优化“博士商学苑”系列培训课程，逐步完善公司内部人才培训机制，并通过与国内视光专业

院校合作建成校企合作基地，不断引进专业人才，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中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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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ALEXANDER LIU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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