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107                                公司简称：美尔雅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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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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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邢艳霞 因公出差 张龙（代为表决）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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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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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尔雅 60010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黎 万峰 

电话 07146360298 07146360283 

办公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美

尔雅工业园 

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美

尔雅工业园 

电子信箱 gufen@mailyard.com.cn gufen@mailyard.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35,075,779.24 1,192,566,145.74 1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54,264,743.28 555,909,476.16 -0.3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293,264.25 5,745,106.20 -7.86 

营业收入 225,379,643.74 206,483,496.31 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54,961.81 -2,940,765.5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4,134.51 -4,150,163.8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 -0.5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0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08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5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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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39 73,388,738 0 无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3.12 11,234,200 0 未知   

林启锋 境内自然人 2.19 7,897,853 0 未知   

柯佳圻 境内自然人 1.36 4,894,644 0 未知   

刘常灯 境内自然人 1.17 4,223,164 0 未知   

柯希平 境内自然人 0.83 3,001,650 0 未知   

熊雨昊 境内自然人 0.77 2,756,062 0 未知   

王柯军 境内自然人 0.62 2,236,854 0 未知   



霍炳兴 境内自然人 0.49 1,777,900 0 未知   

周炜 境内自然人 0.45 1,63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537.96 万元，较上年同期 20,648.35 万元，提高

9.15%，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55.50 万元，较上年同期-294.08 万元，实现减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56.41 万元，较上年同期-415.02 万元，实

现减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9.33 万元，较上年同期 574.51 万元，降低

7.86%。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133,507.58 万元，同比增加 11.95%，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 55,426.47 万元。 

报告期内，国内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消费需求表现不如

人意，居民消费也延续了增速回落的态势，城乡居民消费均出现明显回落，限额以上

单位零售额（主要是大型商场超市）增速出现回落，疲软态势明显。同时，贸易摩擦

加剧带来较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面临依然不利的行业经营环境和各种全新挑战，公司紧紧围绕产品开发、市场开

拓、提质增效等工作重心，坚持稳中求进，不断提升品牌的影响力，推动产品和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努力培育发展新优势，继续强化团购业务的开拓，发挥品牌引领

作用，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保持了主营业务的平稳发展。 

1、加强生产组织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随着国外轻奢品牌和互联网冲击，中高

端产品的市场需求呈现出消费升级、新技术应用和新渠道融合等一系列变化，报告期

内，公司力争在现有条件下，及时调整基层生产组织管理结构，设计和细化生产管理

流程，提高现场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力求使生产线运行更流畅，生产布局更科学，努

力提升公司整体生产效率。 

2、调整产品结构，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为主要内容，采取优化产品工艺

结构等有效举措，推动公司供给结构升级，稳定效益增长。注重以市场为导向，更新

设计理念，丰富产品种类，注重系列开发，不断增加优质产品供给，满足更多消费者

需求。针对消费市场热点，加快开发、设计和制造，及时推出新产品，赢得消费市场

青睐。 

3、优化市场营销管理，公司坚持以营销为主导，不断稳定和发展盈利网点，果

断撤销亏损网点 8 家，在稳固市场的基础上，将更多资源向其他盈利网点集中，同时，

在重点优势城市和区域市场的重新布局新开店铺 4 家，提升了公司的营销效率和经济

效益。为迎合互联网时代服装行业的新特征，坚持逐步实现零售、网购和团体订制齐

头并进的营销策略。在团购业务中，注重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重视市场规范管

理，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团购客户管理和个性化服务，坚持零售与团购互补的科学发

展模式。 

4、加强质量管理，提质增效。企业一直秉承“质量立企”的发展理念，公司积

极推行全员质量管理，坚持贯彻执行 ISO9000 质量认证体系，力求通过精准的设计、

严格的过程掌控，细致的结构优化，实现产品的精益求精。在日常生产管理过程中，

每道工序严格把关，注重生产线的质量监督和检验，在质量控制流程中加入了巡检环

节，从细微处紧抓生产现场管理，产品及半成品返修率直线下降。公司将工艺、式样

书、样衣融为一体的生产工艺流程创新，进一步增强了样衣和定制产品在高端客户群

体中的美誉度，公司多年来均未发生质量事故。 

报告期内，公司服装业务内销收入和毛利率有所提高，同时，磁湖山庄业务实现



减亏，但由于服装业务外销市场业务收入和毛利率出现下滑，参股的美尔雅期货公司

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导致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偏弱，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55.50

万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2018 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会计准则要求，

对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即 1、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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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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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2、2017 年 5月 1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 15 号），准则于 2017

年 6月 12日起施行。同时，对 2017年 1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上述会计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上述会计准则进

行调整。3、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和

净资产不产生影响，且不涉及对以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