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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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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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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63,285,00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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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飞雪 

办公地址 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 2299 号 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 2299 号 

电话 0577-67379161 0577-67379161 

电子信箱 stock@baoxiniao.com stock@baoxinia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品牌服装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品类涵盖西服、西裤、衬衫、夹克、羊毛衫、休闲裤等

全品类男士服饰，运营品牌包含报喜鸟、HAZZYS（哈吉斯） 、恺米切、lafuma（乐飞叶） 、东博利尼、云翼智能、宝鸟

等，产品能满足中产阶层不同场合下的着装需求。各品牌情况如下： 

品牌 发展阶段 品牌标识 品牌风格 目标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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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 成熟 

 

中高档商务男装品牌 
30-50岁自信、儒雅、尊贵的白

领、商务人士 

哈吉斯 成长 

 

中高档英伦风格男装、女装品牌 20-40岁时尚、品味的新锐人士 

恺米切 成长 

 

极具性价比的意大利专业衬衫品

牌 
22-45岁的中产阶层、商务人士 

乐飞叶 潜力 

 

高档户外休闲品牌 30-50岁户外休闲爱好者 

东博利尼 调整 

 

意大利轻奢男装品牌 
35-45追求精致生活的中产阶

层人士 

柯兰美 初创 

 

中高档美式时尚休闲品牌 25-40岁的高级时尚白领 

千行 初创 

 

具备东方文化元素的极简男装品

牌 

30-40岁崇尚文化情怀、极简生

活理念的男士。 

亨利·格兰 初创 

 

中高档英伦高尔夫风男装 

品牌 

30-40岁追求轻松、品味生活理

念和健康活力生活方式的男

士。 

云翼智能 潜力 

 

中高档私人定制服务平台 
定制店、定制品牌商、服饰品

牌商、定制贸易商 

宝鸟 成熟 

 

职业装团购品牌 
具有统一着装需求的高端商务

组织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品牌服装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公司在温州永嘉、上海松江、安徽合肥建立了三大生产基地，主

导产品以自制生产为主，拥有西服产能120万套、衬衫产能70万件，其他产品主要采用贴牌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包括衬衫、

T恤、夹克、羊毛衫等。零售品牌销售模式分为线下销售为主和线上销售为辅，线下销售主要为加盟和直营相结合的销售模

式，通过开设品牌专卖店、商场专柜/专厅进行品牌服装零售；加盟商合作模式分为买断制和非买断制，买断制加盟商以发

货确认收入，非买断制加盟商以终端实现销售确认收入；直营模式以终端实现销售确认收入。线上销售主要通过报喜鸟定制

官网（www.bxn.com）推广定制业务，同第三方平台如天猫、京东、唯品会等主流电商平台进行合作，开设天猫旗舰店、京

东旗舰店实现线上线下同款同价，通过唯品会等平台进行品牌特卖。其中职业装品牌宝鸟、公司各品牌定制业务，通过招投

标、市场开拓等形式获取客户订单，根据客户订单需求进行自主生产或委外加工。 

（三）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及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

所属的行业为“纺织服装、服饰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万亿元，同比增长10.2%，

增速持续下滑，较上年同期下滑0.2个百分点。经历前期的高速发展，中国进入经济增速放缓并趋于稳定的新常态，实体经

济低迷，新兴商业模式的涌现，消费者消费理念发生重大变化，电商和传统渠道将进入新的平衡，融合线上线下全渠道是品

牌服装发展的唯一出路。 

在传统品牌服装和新兴商业模式的巨大竞争中，公司继续坚持多品牌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优势品牌，坚决淘汰落后品

牌，形成一个集正装、商务休闲装、英伦休闲装、专业衬衫、职业装等多品牌、多品类的生态圈，满足了中产阶层各个不同

场合的着装需求。在生产上，重点推进全品类私人定制业务的开展，实施工业4.0智能化生产，提高产品品质，实现快速反

应，提升生产效率，被中国工信部授予“全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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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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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601,152,800.24 2,008,224,818.63 29.52% 2,241,510,85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28,830.34 -386,697,100.08 106.71% 100,017,09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08,342.78 -432,815,063.12 101.06% 21,469,408.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1,462,195.10 277,631,330.04 62.61% 307,585,774.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33 106.06%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33 106.06%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14.90% 15.96% 3.6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256,100,375.09 4,161,668,665.19 2.27% 4,533,691,86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65,391,698.86 2,399,000,188.15 2.77% 2,797,274,257.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54,057,024.85 593,648,476.68 536,696,227.50 916,751,07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62,924.97 -44,665,522.16 -1,546,695.31 58,078,12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43,253.47 -48,310,717.69 -41,708.10 43,617,515.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17,586.36 -13,594,503.58 113,086,982.56 383,087,302.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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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4,4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9,92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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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 126,056,099 94,542,073 质押 9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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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婷婷 境内自然人 6.64% 83,866,654    

吴真生 境内自然人 3.45% 43,600,932    

余建隆 境内自然人 2.35% 29,639,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2% 11,587,600    

黄嘉霜 境内自然人 0.87% 11,000,000 10,750,000   

张袖元 境内自然人 0.84% 10,603,000 10,452,250   

叶庆来 境内自然人 0.79% 10,000,000    

吴利亚 境内自然人 0.79% 10,000,000 10,000,000   

葛武静 境内自然人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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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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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

叶维琳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024,200 股股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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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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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30,000 7.4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报告期内，“11报喜 02”以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为债权登记日，除息日为 2017 年 11 月 24 日，

按时完成债券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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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1年8月11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拟发行的2011年公司债券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拟发行的2011年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012年5月28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2011年6亿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确定：公

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公司发行的6亿元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013年6月19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2011年6亿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确定：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公司发行的6亿元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014年6月17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及公司发行的“11报喜01”和“11报喜02”进行跟踪评

级，确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公司发行的“11报喜01”和“11报喜02”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015年5月29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及公司发行的“11报喜01”和“11报喜02”进行跟踪评

级，确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发行的“11报喜01”和“11报喜02”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016年6月14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及公司发行的“11报喜01”和“11报喜02”进行跟踪评

级，确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发行的“11报喜01”和“11报喜02”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017年6月20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及公司发行的“11报喜02”进行跟踪评级，确定：公司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发行的“11报喜02”债券信用等级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1.54% 42.37% -0.8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2.06% -10.32% 22.37% 

利息保障倍数 1.9 -6.23 8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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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国内宏观经济平稳发展，中高端商务装终端零售景气度仍处于低位。为应对终端零售低迷的挑战，公司加强多

品牌运营管理，对公司业务模块进行更为清晰的划分，通过优化网点结构、加强量体业务的推进、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通

过优化渠道处理库存，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提升员工积极性，有效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0,115.28万元，同比增长29.52%；实现营业利润4,196.4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10.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592.8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06.71%。2017年度，公司荣获“中国服装时尚定制示范基地2017年度匠心标杆”、“传统制

造业改造提升领航者十大典型企业”等荣誉称号。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一主一副、一纵一横”的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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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6,195.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0.39%，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网点增加，主要

品牌报喜鸟、HAZZYS、宝鸟等销售实现增长所致；主营业务成本91,880.60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60%；三项费用合计

133,751.88万元，较上年上升23.19%，主要系报告期内人工费用、终端投入费用增加，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管理费

用等所致；研发费用3,636.95万元，较上年上升8.36%，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人员增加所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146.2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62.61%，主要系报告期内主要品牌实现销售增长所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6,011.20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47.89%，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对商铺及参股公司计提减值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017年，报喜鸟品牌围绕“扩规模、重定制、提产销”策略积极推进公司实施发展战略。扩规模方面，加快网点拓展以

促进增长、提升单店质量以保持规模；加强与全国重点商场的合作，鼓励规模以上加盟商增加网点拓展，形成“专卖店+商场

专厅”模式，利用多店提升整体销售规模；定制业务方面，加大量体师巡店活动的推广，有效提升量体业务市场影响力；完

善量体信息化系统，制定特体版型制造标准，对各类体型进行分类研究，化繁为简，提升量体效率。产销方面，加强产品研

发和商品管理，提升商品企划管理，2017年度整体产销率稳中有升。品牌推广方面，加强新媒体的广告投放，入选第十三届

全运会浙江代表团西服赞助品牌，入选CCTV纪录片《致匠心》、《匠心制造》的拍摄蓝本企业；“云翼智能”参展中国国际

服装服饰博览会，呈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新体验，获得较高关注度；邀请明星艺人、意大利外籍量体师、美女搭配师参与全

国巡店活动，大力推广全品类私人定制业务；开展全国正装大师代言人活动，提升品牌关注度，增强VIP客户的品牌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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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九届新锐艺术人物盛典，采用现场颁奖和天猫直播相结合，直播点击量超2000万，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继续举办

大理、三亚集体婚礼，巩固婚庆市场的品牌地位。 

HAZZYS品牌，成功举办“千寻之冠”原创插画设计大赛、艺术家跨界合作、明星同款、看点播报、主题等活动，提高

品牌知名度，增强会员互动提升会员粘性，带动销售并提升品牌形象。研发供应链方面，扩大女装销售规模及投产量，促进

男女装货品比例与结构更加合理化；控制投产，严格把控库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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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米切品牌，加快网点布局，进一步提升一线城市的网点覆盖率、影响力；根据品牌销售策略，融入少量季节性单品，

提升连带率；制定VIP销售占比及复购率考核指标，重点关注提升单店业绩；借助缝纫机巡展、上海时装周等活动进行品牌

宣传，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lafuma品牌通过Digital数字化运营和线下“乐活天下”系列等活动，提升与用户之间的粘性和互动，扩大品牌口碑传播。

产品方面继续深化风格，优化结构；提高国内设计研发能力，降低对韩国MD企划的依赖。 

东博利尼品牌，重新确立品牌定位，专注裤装产品线。 

法兰诗顿品牌加快库存处理，继续收缩。 

宝鸟品牌聚焦主流用户、突破大型项目，继续扩大销售规模。强化精细化管理、围绕顾客关系管理、职业化团队管理，

持续提能增效。校服品牌衣俪特快速摸索形成，适合中国市场的校服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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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易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

金备案登记，备案编码为SW0073；温州浚泉信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备案登

记，备案编码为SW9113。 

报告期内，各主要品牌网点、面积及收入情况如下： 

品牌 网点数量（个） 面积（万平方米） 收入(万元) 

报喜鸟 718 16.35 108,386.42 

hazzys 303 3.43 65,428.32 

宝鸟 - - 42,005.23 

lafuma 85 0.77 11,217.69 

恺米切 161 1.09 9,967.96 

东博利尼 18 0.17 1,969.00 

其他  193 0.61 7,220.90 

合计  1,478 21.81 246,195.52  

注：“其他”网点数量为法兰诗顿、所罗、柯兰美等品牌网点数，其中含融入店103家未单独计算面积。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衣 582,832,420.94 369,801,508.98 63.45% 18.63% 47.51% 14.48% 

西裤  506,616,597.81 313,284,667.51 61.84% 35.71% 84.76% 7.26% 

衬衫 466,719,114.22 312,009,966.80 66.85% 24.84% 95.61% 9.5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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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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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

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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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

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本期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30,427,000.54 

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0.00元。上期列示

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387,170,922.31元，列示终止经

营净利润金额0.00元。 

（2）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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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本期调增其他收益1,285,820.87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

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

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本期营业外收入减少2,282,433.03元、营业外支出减少

10,535,039.67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8,252,606.64

元；上期营业外收入减少294,334.45元；营业外支出减

少244,917.48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49,416.97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公司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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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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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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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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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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设立全资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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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6月设立全资孙公司哈尔滨乐飞叶服饰有限公司，故2017年5月起将哈尔滨乐飞叶服饰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

表合并范围； 

公司于2017年8月设立全资孙公司泉州凯米切服饰有限公司，故2017年8月起将泉州凯米切服饰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合

并范围； 

公司于2017年8月设立全资孙公司郑州哈吉斯服饰有限公司，故2017年8月起将郑州哈吉斯服饰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合

并范围； 

公司于2017年9月设立全资孙公司沈阳恺米切服饰有限公司，故2017年9月起将沈阳恺米切服饰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合

并范围； 

公司于2017年11月设立全资孙公司深圳市圣安服饰有限公司，故2017年11月起将深圳市圣安服饰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合并范围。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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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于2017年9月注销全资孙公司沈阳卡尔博诺服饰有限公司，故2017年9月起沈阳卡尔博诺服饰有限

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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