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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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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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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邦服饰 股票代码 00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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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周斌 姚琰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 800

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 800

号 

电话 021-38119999 021-38119999 

电子信箱 Corporate@metersbonwe.com Corporate@metersbonw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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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8,056,300.00 2,896,390,173.00 3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114,425.00 -44,750,021.00 2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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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0,603,119.00 -51,945,338.00 17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12,167.00 -88,705,293.00 116.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1.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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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6,432,914.00 6,615,617,344.00 -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91,414,011.00 2,837,339,163.0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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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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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服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65% 1,272,486,359 0 质押 849,562,191 

胡佳佳 境内自然人 8.96% 225,000,000 0 质押 180,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85% 121,944,000 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聚

鑫 8 号证券投

资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5% 43,88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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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36,388,000 0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36,388,000 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36,388,000 0   

博时基金－农

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36,388,000 0   

大成基金－农

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36,38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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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36,388,000 0   

广发基金－农

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36,388,000 0   

华夏基金－农

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36,388,000 0   

银华基金－农

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36,388,000 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36,388,000 0   

易方达基金－

工商银行－外

贸信托－外贸

信托·稳富 FOF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2% 7,941,250 0   

褚国祥 境内自然人 0.24% 6,126,394 0   

施良玉 境内自然人 0.17% 4,320,200 0   

陈秋旭 境内自然人 0.16% 4,075,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盛世精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3% 3,299,950 0   

王建平 境内自然人 0.12% 3,098,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成建先生与本公司股东胡佳佳女

士系父女关系；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鑫 8 号证券投资信托计划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设立的信托集合计划，其投资范围为购买并持有美邦服饰股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报告期末，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 1,272,486,359 股，其中通

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359,700,000 股；自然人股东施良玉持股数量为 4,320,200 股，

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4,320,000 股；自然人股东王建平持股数量为 3,098,1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2,6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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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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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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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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特斯邦

威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 2013 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3 美邦 01 112193 2018 年 10 月 25 日 25,332.22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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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 49.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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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1.99 1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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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定不移地围绕品牌升级、产品升级、渠道升级、零售升级的路径，借力社会资源，创造互惠、共享、

共赢机制，进一步加强与多元商业伙伴的合作，推进公司品牌与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通过数字化零售运营，产品与零

售能力升级效果初步显现，2018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35.96%。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入推进渠道升级，围

绕品牌核心竞争力，围绕最佳的盈利模型竞争力，以及围绕零售的可复制标准化展开，使其达到一致性。在公司品牌与产品

升级的基础上，上半年公司新开店铺营业面积约12万平方米，店铺渠道结构逐步优化，新开优质店铺带动销售业绩明显增长。

同时，公司继续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效率，保持经营规模和效益的同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3,805.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11.44万

元，同比增长218.69%。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636,643.2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89,141.40万

元。 

报告期内，公司直营零售业务与加盟批发业务的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390,228.09 286,659.54 36.13% 

直营 251,734.29 190,204.14 32.35% 

加盟 138,493.80 96,455.40 43.58% 

主营业务成本 207,730.12 140,739.88 47.60% 

直营 125,042.69 86,262.50 44.96% 

加盟 82,687.43 54,477.38 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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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毛利 182,497.98 145,919.66 25.07% 

直营 126,691.61 103,941.64 21.89% 

加盟 55,806.37 41,978.02 32.94% 

主营业务毛利率 46.77% 50.90% 下降4.13个百分点 

直营 50.33% 54.65% 下降4.32个百分点 

加盟 40.30% 43.52% 下降3.2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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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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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设立子公司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美特斯邦威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自设立之后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本公司于2018年2月7日设立子公司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太原美特斯邦威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

司自设立之后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本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设立子公司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美特斯邦威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公

司自设立之后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除以上事项之外，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上年度一致。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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