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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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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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210,780,879.02元，可供投资者（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80,868.59元。 

鉴于公司 2017 年末可供投资者（股东）分配的利润金额较小，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及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如下：本公司 2017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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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赢环球 600146 大元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海燕 姚君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徐虹中路8号3楼 上海市徐汇区徐虹中路8号

3楼 

电话 021-66223666 021-66223666*8101 

电子信箱 chen.haiyan@600146.net yao.jun@600146.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衣食住行”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服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市场

容量大，受政治环境、经济周期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小。公司管理层结合我国良好的境外投资政

策环境和契机，积极寻找境外优质服装资产，公司于 2016 年 9 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成功收

购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95%股权（2017 年 8 月增资扩股后，公司对环球星光的持股比例由

95%变更为 95.45%），将主营业务转型为国际化的纺织服装、服饰业，编织了连接中国和世界服装

行业的纽带，踏上国际服装产业新征程。 

公司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 公司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专注于国际时尚服装产业的发展。目前，公司的服装主业主要集中在环

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环球星光成立于 2012 年，集服装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旗

下有包括 Oneworld、Live and Let Live、World Unity、UNITY 及 WORLD UNITY WOMAN 等多个女性

服装自有品牌，主要产品以少女装、轻熟女装、运动服饰、青少年服饰为主。 

报告期内，环球星光自有品牌销售区域主要以美国市场为主，销售区域遍及美国本土各州及

主要城市，例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敦、旧金山、亚特兰大、费城、波士顿等。销售

终端以各大百货公司、大型超市为主，主要有：Nordstrom、JCPenney、Macy’s、Target 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包括布料贸易、成衣销售两大类别。其中成衣销售按产

品类型可以细分为时尚女装和运动服装两部分。具体分析参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

析”中“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中的“（四）、主营业务分析”。 

 

 

 

 

 

 

 

 

 

 



2、 公司的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推进“供应链+品牌+渠道”的模式。公司控股子公司环球星光经过多

年的深耕细作，已成为在美国能独立完成设计、制造销售等多环节的服装企业之一。 

环球星光在同一集团公司中通过纵向一体化的方式具体整合了以下三类企业，完成了服装设

计、供应链管理、贴牌代工生产业务： 

品牌设计方面：Oneworld/Unger 为品牌设计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和专业的设计师团队，其

产品独特的设计风格和引领时尚潮流的能力能提升消费者和零售商的品牌忠诚度； 

供应链管理方面：香港星光集团为供应链管理企业，其强大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得其获得了

巨大的竞争优势； 

生产方面：APS 是传统的生产型企业，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细分市场具有出色的表现，

擅长生产户外服装、专业运动服等。 

 

环球星光的商业整合模式能产生较大的协同效应。 

在产业链方面，环球星光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并以品牌经营为核心，致力于附加值较高的业

务链上游的设计研发和业务链下游的品牌运营和销售渠道管理，将产品生产环节等较低附加值且

固定资产投入大的业务环节进行外包，对产业链的各环节进行掌控、整合。这种轻资产的经营模

式使其能够始终把握服装产业链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环节，形成自己的品牌、技术、信息、营

销和供应链管理优势。 

在销售方面，环球星光依靠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使得企业库存相对较低，销售效率较高。 



在资金周转方面，受益于美国成熟的商业环境，环球星光在美国销售形成的应收账款绝大多

数通过金融机构的保理业务快速回收资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并降低了坏账风险。 

（二）行业情况说明 

国际市场方面，根据 BoF&麦肯锡(BoF Team and McKinsey&Company)的《2018 年度全球时尚

业态报告》（The State of Fashion 2018），麦肯锡全球时装指数预测行业销售增长率将从 2016 到 2018

年从 1.5%增长到 3.5%至 4.5%，实现接近 3 倍的增长。 

中国市场方面目前，中国纺织产业已进入全球布局阶段，根据商务部统计，2003 至 2017 年，

中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 88.1 亿美元，年均增速为 18.91%，占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

额的 7.61%。其中，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55.7 亿美元；纺织服装、服饰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23.2 亿美元；化学纤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9.2 亿美元。尤其是 2015 年和 2016 年两年的纺

织产业对外投资合计金额超过 40 亿美元，占 2003 年以来的总存量的 53.28%。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及增长方式调整，中国服装行业平稳发展的长期趋势依旧持续，

纺织行业整体发展缓中趋稳、稳中有进。2017 年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整体呈弱复苏趋势。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17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6,2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2017 年在限额

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比上年增长 7.8%。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通过不断提升产品研发设计能力、创新营销思路和方法、提升供应链

效率等途径，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和产品的售罄率。同时，公司在服装设计方面更加强调性价比和

时尚度，与美国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保持一致，各品牌的个性表达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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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4,293,376,264.63 3,954,424,739.57 8.57 196,782,447.81 

营业收入 2,187,433,258.58 429,672,247.51 409.09 14,860,23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0,780,879.02 28,908,569.96 629.13 -61,072,88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978,657.52 26,086,215.28 14.92 -55,925,27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73,871,913.15 2,871,362,591.61 7.05 84,548,10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5,392,446.62 -77,319,904.51 249.24 -41,592,58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5 0.11 309.09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5 0.11 309.09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10 3.65 增加3.45个百分点 -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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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040,894.23 509,278,139.77 532,973,857.44 756,140,36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255,770.52 46,306,785.23 17,967,116.38 139,251,20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277,131.69 30,704,763.59 9,899,219.44 -17,902,457.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9,951,381.46 137,735,099.55 -66,780,302.58 174,389,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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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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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赢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0 73,000,000 15.53 73,000,000 质押 72,349,292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江苏隆明投资有限公

司 

0 63,380,000 13.49 63,380,000 质押 63,370,124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江苏彩浩投资有限公

司 

0 22,000,000 4.68 22,000,000 质押 22,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南通琦艺投资有限公

司 

0 22,000,000 4.68 22,000,000 质押 22,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达孜县恒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20,810,000 4.43 20,810,000 质押 20,81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达孜县恒隆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20,790,000 4.42 20,790,000 质押 20,682,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旭森国际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0 16,000,000 3.40 16,000,000 质押 16,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南通泓翔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13,510,000 2.87 13,510,000 质押 13,51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青岛盈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11,980,000 2.55 11,980,000 质押 11,98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乐源控股有限公司 0 11,300,000 2.40 0 质押 11,3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商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本的 15.53%，系公司第一大

股东；杨军先生及其控制的商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旭森国际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旭源投资有限公司、乐源控股有限公司和

上海旭森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的 23.88%股权，杨军

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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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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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743.33万元，比上年增长 409.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21,078.09 万元，主要因素是 2016年完成环球星光收购并于当年第四季度业绩纳入合

并范围，以及报告期内新收购的 DAI带来的影响。 

 

2、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61 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35 次临时会议，

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

例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会计估计变更日期：2017 年 4 月 1 日 

（2）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公司本着谨慎经营、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反映

应收款项的实际回收情况，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准确的信息。公司拟对应收

款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2016 年公司重组后主营业务变更为服装行业，主要客户在欧美地区，客户大部分都有多年的

合作基础，信誉良好，双方互相信任度高。且公司大部分应收帐款参与银行无追溯权应收帐款保

理业务。账龄在六个月以内的应收账款基本没有坏账风险，目前执行的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会

计估计不利于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 

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关联方应收帐款，员工备用金和押金性质，不存在未来收不回来的风险。

（3）变更前后情况变化： 

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对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的比例变更前：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3 3 

1-2 年（含 2 年） 5 5 

2-3 年（含 3 年） 10 10 

3-4 年（含 4 年） 30 30 

4-5 年（含 5 年） 50 50 

5 年以上 100 100 

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对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的比例变更后：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0-6 个月（含 6 个月） 0 0 

6 个月-1 年以内（含 1 年） 3 3 

1-2 年（含 2 年） 5 5 

2-3 年（含 3 年） 10 10 

3-4 年（含 4 年） 30 30 

4-5 年（含 5 年） 50 50 

5 年以上 100 100 

 

应收款项分类中的“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以及“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其他部分仍按照原相

应的会计估计处理。 

（4）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根据对公司客户的资质情况、应收款项的构成、回款情况及坏账核销情况评估，对于按信用

风险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的计提比例进行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半年以内的应收款项

细化后能更客观的反映应收款项的实际回收情况，便于应收款项管理，提高适用性。 

（5）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的规定，公司对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对

公司以往各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该项会计估计变更对 2017 年财务报表将产生影响，减少坏账准备人民币 1,610.63 万元，影响

利润相应增加人民币 1,610.63 万元。 

（6）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解释规定，变更后的会

计估计体现了真实、可靠的原则和精神，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客观、公允、准确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61 次临时会

议审议了该事项，对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进行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相

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公允、恰当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

同意将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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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7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1 户，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5 户，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九、“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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