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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特制订如下大会须知，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

人员严格遵守： 

一、股东大会设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二、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出席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权利。 

四、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向大会秘书处登记。

股东不得无故中断大会议程要求发言。在议案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就有

关问题提出质询的，须向大会秘书处申请，并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始得发言或提

出问题。非股东（或代理人）在会议期间未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无权发言。 

五、股东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股份数和姓名。在进行表决时，股东不进行

大会发言。 

六、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七、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代理人）

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

员进入会场。 

八、为保证会场秩序，场内请勿吸烟、大声喧哗，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

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

关部门查处。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秘书处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及选举办法的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股东投票

前请阅读本说明。 

现场投票表决办法 

   每位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在会前报到时向大会秘书处领取表决

票。 

一、表决的组织工作由大会秘书处负责。根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大会设监票人三名，由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组成，对投票、计票进行监督。

表决前，先举手表决本次会议的监票人，由公司监事担任总监票人。 

监票人职责： 

1、负责核对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人数及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监督统计清点票数，检查每张表决票是否符合表决规定要求； 

3、监督统计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二、表决规定： 

1、未交的表决票视同未参加表决； 

2、股东及代理人对表决票上的各项内容，可以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并

在相应的方格处画“√”，不选、多选或涂改则该项表决视为弃权。 

3、请务必在表决票上填写股东名称、持股数、在“股东（或代理人）签名”

处签名，否则，该表决票作废票处理，视同未参加表决。 

三、进行表决后，由会务人员收取选票并传至清点计票处。 

四、投票结束后，在律师见证监督下，监票人进行清点计票，由总监票人填

写《现场会议表决汇总表》，并将每项表决内容的实际投票结果报告大会主持人。 

网络投票表决办法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9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9 日的 9:15-15:00。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秘书处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与会者签到 

二、大会开始，主持人讲话                                        

三、审议下列议案： 

1、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聘任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事宜的议案 

7、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的议案 

四、听取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现场统一回答股东问题 

六、选举监票人 

七、投票表决，收取选票，公布各项议案表决结果 

八、宣读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九、与会董事在决议与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律师对本次大会发表法律意见 

十一、大会结束 



议案一： 

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列席代表：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 年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

规定，编制了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和《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和《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谢谢。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议案二： 

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董事长周建平 

各位股东及列席代表： 

2018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

态度，切实履行《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

赋予的各项职责，从全体股东利益出发，贯彻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推

进会议各项决议的有效实施；全体董事勤勉尽责，贯彻落实公司发展战略，不断

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建立健全规范运作、科学决策的管理体系，确保公司持续稳

定发展。现在由我代表董事会向大家报告 2018 年董事会的主要工作： 

一、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共召开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包括公司定期报告、财

务决算报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修订公司章程、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对外投资和股份回购等事项。公司全体董事认真履职，出席

会议，并按规定对公司的各项重大事项作出有效决策，保证了生产经营的稳健运

营。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了二次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1、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等 9 项议案。 

2、2018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五年（2018-2022 年）回购公司股份规划的议案》、《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第一期）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7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 2017 年末公司总股本 4,492,757,92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80 元（含税），合计派发 2,156,523,803.52 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上刊登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6 月 7 日，除权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18 年 6 月 8 日。 

（三）信息披露情况 

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认真自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有关信息，并确保

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完成了 4 份定期报告、

57 项临时公告，客观地反映公司发生的相关事项，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透明度，确保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的

重大事项，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公司业务经营及管理情况 

2018 年，公司围绕时尚服饰主业打造生活消费类多品牌管理平台的战略目

标，对内调整组织架构，提高平台综合服务能力的通用性，对外在海澜之家主品

牌成功经验基础上，开始向更多细分领域延伸，针对童装、时尚潮流、轻奢等其

他服装细分领域推出多个子品牌，建立了立体的品牌集群。通过打造品牌管理平

台、品牌建设和营销渠道拓展等方式全方位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

力，为公司未来收入增长做好品牌储备。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0.90 亿元，同比增长 4.89%；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5 亿元，同比增长 3.78%。 

1、品牌连锁经营情况 

（1）门店拓展 

报告期，公司根据商圈、位置、租金、销售的综合把控，坚持“黄金地段、

钻石店铺”的开店原则，稳步推进各个品牌的渠道拓展。继续加大购物中心的进

驻力度，开发具有标杆性的购物中心店，进一步优化门店分布结构，提升各门店

运营效率。采取多国家、多品牌的国际化策略，深耕东南亚市场，成功进驻马来

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 4 个国家，扩大公司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占有



率。 

报告期，公司新开店门店 1181 家，关店 300 家，净增 881 家，公司门店总

数 6673 家，其中海澜之家品牌 5097 家，爱居兔品牌 1281 家，其他品牌 295 家。 

（2）品牌营销管理 

公司围绕品牌、产品和营销节点进行宣传和推广，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美

誉度。 

开启与腾讯、美团的跨界合作，拓展品牌在年轻人群中的影响力，形成传播

矩阵，提升品牌好感度，强化粉丝粘性。赞助综艺节目《奇葩说第五季》、《下一

站传奇》，吸引年轻消费群体的关注，扩大品牌辐射人群，实现品牌深度和广度

的快速传播，促进消费转化。 

以“面料是服装的灵魂”为主题对面料升级进行了生动的演绎，深耕内容，

提升产品和品牌质感。借助优质资源组合，打造产品传播网，用于内衣、双面呢

大衣、运动羽绒、质感鹅绒等特色产品的宣传，助力产品销售，巩固品牌形象。 

抓住春节、父亲节、母亲节、毕业季等营销节点，聚焦节日文化内涵，通过

电视、电影、交通类媒体、网络视频等多种广告媒介传播品牌内容，延续品牌文

化，撬动消费热点，增加品牌曝光与认知，强化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和好感度，

推动节日营销。 

“多一克温暖”是公司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暖流计划”公益基金、网

易平台于 2014 年共同发起的大型公益项目。五年来，“多一克温暖”行动已遍布

19 个省、200 余个地区，上千所学校，为偏远山区的老师和孩子们切实地送去了

温暖。2018 年，“多一克温暖”全面升级，在为山区送去冬衣的同时，也汇聚多

方力量，将艺术、文化、体育等精神层面知识融入到公益中来，公司携手网易新

闻，联合中国大学 MOOC 在线上线下孵化打造“多一克温暖课程平台”，希望能

够切实解决偏远山区师资力量匮乏的问题。 

（3）供应链管理 

公司通过在产品质量、供货速度、管理水平等方面对供应商进行全方位评比，

提升供应商合作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增强对整个供应链业务的共同责任感。推进

核心供应商信息一体化平台建设，包括供应商协同管理、供应商直发门店管理等

关键业务，提升供应链协同能力和供应链整体反应效率。 



（4）产品开发 

海澜之家主品牌围绕运动、时尚、舒适几大关键词开发产品，期间推出了包

括温暖感的德绒磨毛衬衫，风格差异的一衣两穿茄克，手感细腻的双面呢大衣；

通勤、户外、运动百搭穿着的 Q 运动羽绒；以及使用优质面料打造的极致性价

比内衣等多个产品系列。通过与多个 IP 深入合作，针对性的推出“胖西游系列”、

“环太平洋系列”、“刺激战场系列”、“变形金刚系列”等主题性产品，拓宽品牌

在年轻人群中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更广的消费群体。新品牌方面，坚持自主创

新的设计理念，针对不同品牌的产品风格及形象定位设计开发新品，结合消费者

需求，推出不同系列的高性价比产品。 

（5）市场管理 

2018 年，针对购物中心门店及海外门店的形象要求，全方位制定陈列出样

规范，完善产品出样标准，升级产品陈列和橱窗搭配，使门店形象更符合品牌气

质，让顾客感知到品牌年轻时尚、亲切自然的格调。通过全面推广新款工作服，

展现出更符合当下时尚的审美观念，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提升沟通效率，增加

消费机会。 

随着公司品牌在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张，其门店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公司根据

海外的市场规范及要求，建立健全门店员工的妆容仪容标准、员工休假、培训及

班会等制度，细化管理标准，提升团队职业技能和海外门店运营能力。通过举办

新加坡和泰国首店的开业庆典活动，邀请商场、当地合作伙伴和名人士前来助力，

扩大品牌和海外门店的影响力，吸引顾客进店消费，提升海外销售业绩。 

（6）电商发展 

公司继续从营销、商品、视觉、服务等方面开展工作，深耕内容营销，整合

战略资源，赋能品宣，促进转化。立足多品牌发展，抢先布局社交电商领域，先

后进驻云集、贝店、小红书、环球捕手等多个社交电商平台，增加品牌的认知及

传播。根据品牌的精准定位，强化会员活动，通过粉丝运营，增加会员粘性，提

高会员购买力及传播力。继续拓宽营销思路，积极尝试“视频客服”的新服务模

式，提升品牌的业绩同时，增加品牌曝光。通过主流电商、垂直电商、社交电商

等多渠道方式推动公司电商业务，将品牌的优势与互联网思维相结合，通过多维

度数据的分析，向消费者推送更为精准的产品选择，积极推进线上下单、就近门



店发货的模式，深化探索线上线下联动的 O2O 模式，已有近 3500 家门店上线了

全渠道零售系统，进一步优化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线上会

员总数达到 1384 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 28%；全年线上实现营业收入 115,109.8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9.25%。 

2、职业装品牌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圣凯诺职业装围绕销售目标不断巩固和拓展市场，保持了业绩

的稳定增长，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12,064.3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82%。 

以精湛的制造工艺和先进的生产系统巩固市场，克服行业原材料波动、生产

成本上升以及环保严格要求等诸多因素，继续挖掘生产潜力，推进《圣凯诺服装

智能信息化生产系统技改》方案，节约人力、物料成本的同时提高制造工艺及生

产效率；重视科研的投入、科研队伍的建设，申请专利 41 项，获得授权 27 项，

进一步巩固圣凯诺职业装的行业优势地位。 

以创新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拓展市场，重点加大在高纱支成衣免烫衬衫、新

型半棉保暖衬衫、石墨烯远红外理疗服装的创新力度，完成了新西服类面料、新

衬衫类面料、新款男装、新款女装等创新产品的开发；加强对业务员服务流程的

规范，从合同签订、面料投料、量体、发货、开票等方面，强化服务理念，提升

服务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 

另外，为缓解职业装的生产压力，公司在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建立生产基地，

进一步扩大产能，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增长的需求。 

3、可转债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启动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拟通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不超过 30.00 亿元（含 30.00 亿元）的项目资金，投资产业链信息化升

级项目、物流园建设项目及爱居兔研发办公大楼建设项目。2018 年 6 月 13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36 号）。7 月 13 日，公司正式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7 月 31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债券代码：110045，

债券简称：海澜转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天衡验字（2018）00061 号验资报告。2019 年 1 月 21 日，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 



4、投资情况 

（1）参股置禾国际贸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7.10%股权 

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澜投资以自有资金对置禾国际贸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禾贸易”）增资，获得置禾贸易 17.10%股权。 

置禾贸易是一家从事国际潮流品牌运营的服装公司。目前置禾贸易主要运营

的品牌有 HARDY HARDY、ECKO、ENO、MU、LEE COOPER、SEAN JOHN

等中高端品牌。置禾贸易通过将产品及终端设计的展示和理念传达给客户，使客

户获得符合潮流品牌定位的产品和体验。 

（2）增持英氏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2.7027%股权 

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澜投资以自有资金对英氏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英氏婴童”）增资，获得英氏婴童 2.7027%股权，截止报告期末共持有

英氏婴童 45.5173%股权。 

英氏婴童是一家集设计、研发、销售高品质婴儿用品以及代理国内外多家知

名母婴用品品牌于一体的专业公司。主品牌“YEEHOO 英氏”的产品以服饰为

主，涵盖车床用品、配饰、鞋袜、玩具用品类，致力于为 0-6 岁的婴幼童提供环

保、安全、舒适、健康的高等级婴幼儿用品。 

（3）控股湖州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52%股权 

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澜之家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对男生女生

增资，获得男生女生 52%股权。 

男生女生是针对 6 个月-16 周岁中大童市场，以高品质高性价比定位，倡导

“买得起的时尚、超值的产品”，打造一站式全品类儿童时尚、休闲服饰品牌。 

（4）参股常州艾贝服饰有限公司 10%股权 

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澜投资以自有资金对常州艾贝服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艾贝服饰”）增资，获得艾贝服饰 10%股权。 

艾贝服饰旗下“ABLE JEANS”创立于 2007 年，是中国原创的牛仔品牌，

定位中高端。“ABLE JEANS”主营男女牛仔服饰，拥有专业的牛仔服装产品设

计研发团队和现代化的制造基地，坚持以市场为向导，在牛仔设计、面料及后整

理创新上不断力求突破，具备了相当的牛仔系列服装开发和生产能力。 

（5）转让快尚时装（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尚时装”）19%的股权 



2018 年 7 月 13 日，海澜投资与北京红杉铭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FLASH BUSINESS LIMITED、快尚时装及其他相关方签订《关于快尚时装（广

州）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海澜投资将其持有的快尚时装 14%的股权转让给北

京红杉铭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快尚时装 5%的股权，转让给

FLASH BUSINESS LIMITED。截止报告期末，海澜投资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

相关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实现投资收益 7000.00 万元。本

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海澜投资不再持有快尚时装的股权。 

（6）转让深圳市邦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4%股权 

为集中资源聚焦服装主业，2018 年 3 月，公司与深圳市邦德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邦德文化”）创始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小羽签署了《关于深圳

市邦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公司所持邦德文化 24%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5、回购股份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价值的认可，公司结合财务状况、经

营情况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实施，制定了未来五年（2018-2022 年）回购公司股份

的规划及第一期回购预案，并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获得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并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实施

了首次回购。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3,220,500 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0.07%。 

三、经营性信息分析 

1、报告期内实体门店情况 

                                                          单位：家 

品牌 门店类型 
2017 年末

数量（家） 

2018 年末数

量（家） 

2018 新开

（家） 

2018 关闭

（家） 

海澜之家 
直营店 31 175 145 1 

加盟店及联营店 4,472 4,922 648 198 

爱居兔 
直营店 6 32 26 0 

加盟店及联营店 1,044 1,249 278 73 

其他品牌 
直营店 10 84 75 1 

加盟店及联营店 229 211 9 27 

合计 - 5,792 6,673 1,181 300 

注：上表不包含男生女生品牌门店数。 



不同品牌门店营业面积情况 

                                                             单位：平方米 

品牌 2018 年末营业面积 2018 年初营业面积 较年初增减（%） 

海澜之家 862,717.81 800,607.16 7.76 

爱居兔 157,331.75 133,863.35 17.53 

其他品牌 115,652.00 106,122.00 8.98 

合计 1,135,701.56 1,040,592.51 9.14 

注：上表不包含男生女生品牌门店数。 

2、各品牌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品牌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 

海澜之家 15,143,791,797.04 8,572,094,432.82 43.40 2.62 -2.64 3.06 

爱居兔 1,097,801,540.37 835,099,902.02 23.93 22.68 29.24 -3.86 

圣凯诺 2,120,643,005.85 1,076,187,036.54 49.25 12.82 14.81 -0.88 

其他品牌 376,507,653.22 469,947,118.55 -24.82 25.78 24.45 1.34 

注：其他品牌毛利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调整海一家门店所致。 

3、直营店和加盟店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分门店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 

直营店 671,268,077.99 263,745,090.91 60.71 118.37 114.86 0.64 

加盟店及其他 15,946,832,912.64 9,613,396,362.48 39.72 1.93 -0.95 1.75 

合计 16,618,100,990.63 9,877,141,453.39 40.56 4.18 0.50 2.18 

 

4、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销售渠道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占比（%）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营业收

入 

占比（%） 

毛利率

（%） 

线上销售 1,151,098,756.93 6.14 54.88 1,053,661,937.57 5.91 57.60 

线下销售 17,587,645,239.55 93.86 40.67 16,778,049,511.55 94.09 38.50 



合计 18,738,743,996.48 100.00 41.55 17,831,711,449.12 100.00 39.63 

报告期，公司线上销售的退货率为 11.19%，同比下降 0.27%。 

5、各地区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比（%）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华东 7,443,775,053.54 39.72 2.58 

中南 4,380,025,693.51 23.37 9.04 

华北 2,214,519,806.25 11.82 9.09 

西南 2,192,683,296.85 11.70 6.75 

西北 1,471,940,514.37 7.86 2.94 

东北 979,646,663.02 5.23 -5.61 

境内小计 18,682,591,027.54 99.70 4.81 

海外 56,152,968.93 0.30 810.34 

境外小计 56,152,968.93 0.30 810.34 

合计 18,738,743,996.47 100.00 5.09 

6、其他说明 

报告期，门店中连续开业 12 个月以上直营门店的平均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元 

 2018 年 2017 年 

品牌 
门店数

(家) 
营业收入 

平均营业收

入 

门店

数

(家) 

营业收入 
平均营业收

入 

海澜之家 43 323,221,587.01 7,516,781.09 7 153,908,069.12 21,986,867.02 

爱居兔 6 35,571,862.60 5,928,643.77 5 36,359,895.55 7,271,979.11 

其他品牌 9 77,934,745.53 8,659,416.17 6 57,141,142.73 9,523,523.79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格局和趋势 

2019 年，国内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态势，服装行业整体增长相对

平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年提升以及新生代消费群体的崛起，都将成为服装产

业未来消费成长的推动力，行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但全球经济波动以及影

响服装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依旧存在，服装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服装产业

的转型升级也将呈现出多种发展趋势和新特点。 

服装市场向基本款和个性化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消费者追求极致性价比



的基本款市场，更高效运作的供应链生态、更短的产业链、更大的规模效应所带

来的更高的性价比将成为基本款服装市场最重要的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是新

一代消费者的需求升级带来的个性化市场，服装市场进一步细分，给本土新品牌

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发展机会，品牌更具专业性，产品设计、面料质感、品牌文化

内涵等要素共同形成的品牌风格成为个性化服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科技创新将深入运用到服装产业链的各环节，产品设计与生产环节将广泛运

用新材料、智能设备以提高产品品质，仓储物流环节将充分运用自动化信息化系

统以提高效率，零售门店环节将逐渐打造智慧门店提高销售规模并获取客户数据

反馈，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将全面覆盖产业链各环节，实现产业链智能化整合。 

服装品牌商的营销方式将从传统的广告营销转变为跨界合作、利用新媒体增

加产品宣传、粉丝经济、自媒体、短视频等以内容为核心的多元化营销，营销投

放更精准化。 

服装产品需要通过线下试穿才能真正满足客户需求，随着电商红利增长趋

缓，主流平台的获客成本提升，各互联网主流平台均在大力布局线下渠道，产业

进入线上线下全域融合的时代，品牌线下引流能力的价值将得到重估；购物中心

将成为渠道重要补充，自带流量的品牌与购物中心将更好的发挥协同效应。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将坚持“包容、创新、共赢”的价值观，凭借“平台+品牌”的经营模

式，打造产业链战略联盟、构筑优质的营销网络。公司将充分发挥公司在品牌管

理、门店管理、产品设计、销售渠道建设及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优势，集中资源强

化公司综合管理平台的服务能力，并以平台为基础，通过产品线与品牌线的延伸，

辐射更广泛的时尚产业，将公司打造成为生活消费类多品牌管理平台。 

（三）经营计划 

未来公司将继续提升综合管理平台的服务能力，推进多品牌策略、多品类开

发、全渠道布局，支持核心供应商发展，提升产业链数据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综合竞争力，保持公司可持续增长。2019 年，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

作： 

1、整合业务结构，发挥平台服务力 

在公司已经形成的综合管理平台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业务结构和流程，将各



品牌运营中的共享业务逐渐整合到综合管理平台，充分发挥平台服务能力，进一

步降低业务运营固定成本，让各品牌将精力和资源充分集中到品牌运营中。 

公司综合管理平台中的数据信息化管理将进一步延伸至全部门店和供应商，

为供销两端提供数据信息化服务。 

2、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新品爆发力 

主品牌的产品设计开发方面，坚持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通过大数据挖掘，

快速获取、处理、分析有关产品数据，提高海澜之家品牌产品研发的精准度，加

快产品更新迭代，不断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性价比和畅销度。 

其他品牌的产品设计开发方面，坚持以细分市场特点为导向，通过款式设计、

面料质感、品牌文化内涵等要素，形成的品牌风格，聚焦目标客户需求，提升产

品畅销度。 

3、完善终端布局，提高渠道销售力 

重点加大对购物中心的拓展力度，抢占核心商场、购物中心的优质店铺资源；

调整优化街边店的营销网络布局，保持在二三四线城市的门店覆盖率；巩固并积

极拓展东南亚海外市场，尝试开拓日本、韩国市场，使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从东南

亚辐射亚洲多国；完善线上多品牌、多种业态的布局，试水携手线上跨境平台，

助力提升销售业绩。 

4、加速多品牌战略，打造核心驱动力 

在主品牌精耕细作的基础上，继续利用公司的资源和资本平台，推进新品牌

的差异化发展，形成大众品牌、轻奢品牌、时尚潮流品牌、家居生活品牌的多品

牌协同发展，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市场需求，加速实现公司生活消费类多

品牌战略。 

5、推进信息技术升级，增强综合竞争力 

继续落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通过门店智能化的升级，为公司研发及销售决

策提供支持，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增强客户粘性；通过产业链信息化

升级项目的建设，加速信息及时传递，及相互协作能力，全面提高公司现代化管

理水平、运营效率、决策能力与市场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6、支持核心供应商，巩固产业链协同力 

挑选并支持与公司长期合作、产品开发能力强、品类采购规模大的部分核心



供应商，通过锁定原材料成本、优先给予初始订单和追单规模、派驻职业核心生

产人员协助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生产管理标准化水平等措施，提升生产管理能力、

扩大产能规模、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盈利能力，进一步巩固核心供应商在整个公

司产业链中的协同发展能力。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谢谢。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议案三： 

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监事会主席 龚琴霞 

各位股东及列席代表： 

作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现在由我向本次大会作《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2018 年度，公司监事会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

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监事的职能，积极有效的开展工

作，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财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情况、收购

及出售资产情况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现

将 2018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汇报如下： 

一、监事会年度工作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九次会议，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1、2018 年 3 月 22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3）关于公司监事 2017

年度薪酬的议案；（4）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 2018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5）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2、2018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3、2018 年 4 月 27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第

一季度报告。 

4、2018 年 7 月 26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5、2018 年 8 月 28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半

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 

6、2018 年 8 月 31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7、2018 年 10 月 29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8、2018 年 11 月 19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9、2018 年 12 月 17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二、监事会独立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2018年度，公司监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对公司

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

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况等进行了监督，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在2018年度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

定规范运作，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股东和公司利益的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报告期，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实施了有效的监督和检查，认为公司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和控制措施，公司财务运作规范。监事会在审核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 2018 年度审计

报告后认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结构合理，财务状况良好，该报告及所涉及事

项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现状。 

3、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4、公司治理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公司治理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

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以强化规范运作及公司治理水平。 

5、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公司监事会认真审议、审慎检查了公司收购、出售资产的情况，认为：公司

收购及出售资产的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交易价格合理，已按照相关要求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内幕交易，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6、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监事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监督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三、监事会 2019 年工作计划 

2019 年，公司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

事规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忠实、勤勉的履行监督职责，促进公司的规范

运作；继续坚持以财务监督为核心，依法对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进一

步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继续加强自身学习，切实提高专业能力和监督水平，防范

和降低公司风险，更好地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谢谢。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议案四：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及列席代表：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如下： 

一、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10,526,328,556.31 7,841,978,233.52 34.2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5,637,235.74 53,054,421.36 -70.53 

其他应收款 429,737,287.80 69,305,911.74 520.06 

其他流动资产 144,770,200.28 53,823,789.09 168.9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49,121,310.58 1,071,567,410.99 -48.76 

在建工程 168,994,625.73 810,239,107.97 -79.14 

商誉 112,948,551.78 0.00 - 

长期待摊费用 193,480,663.89 108,256,106.46 78.72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3,012,110.79 349,524,352.74 41.0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0,028,040.51 28,971,567.58 659.46 

其他应付款 1,564,823,304.52 213,008,661.92 634.63 

应付债券 2,285,111,592.67 - - 

长期应付款 595,759,560.48 909,690,000.30 -34.51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6,628,662.66 64,951,205.94 264.32 

说明： 

1）货币资金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发行 30 亿元人民币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所

致；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变动原因：主要为期

末持有的股票投资减少所致； 

3）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应收股权转让款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增值税留抵税金增加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转让深圳邦德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快尚时装（广州）有限公司的股权所致； 

6）在建工程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7）商誉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收购湖州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52%股

权产生的溢价所致； 

8）长期待摊费用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新增门店装修所致； 

9）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资产减值准备可抵扣亏损增加所

致； 

10）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预付投资款增加所致； 

11）其他应付款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代收加盟店款项增加所致； 

12）应付债券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致； 

13）长期应付款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退还加盟商缴纳的经营保证经所致； 

14）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原因：主要为可转换公司债券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增加所致。 

二、财务状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研发费用 49,018,336.96 25,042,579.41 95.74 

财务费用 -3,795,509.65 -120,433,368.42 -96.85 

资产减值损失 383,308,963.02 126,515,768.06 202.97 

其他收益 76,270,802.04 17,631,900.00 332.57 

投资收益 160,994,948.33 12,839,548.41 1153.9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915,707.05 -3,339,248.23 -167.00 

资产处置收益 99,221.50 709,590.82 -86.02 

营业外支出 14,310,536.37 7,705,012.16 85.73 

少数股东损益 1,152,678.15 454,585.95 153.57 

说明： 

1）研发费用变动原因：主要为报告期公司新品牌的增加导致研发费用投入

的增加； 

2）财务费用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计提的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4）其他收益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增加所致；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减少所致； 

7）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资产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8）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9）少数股东损益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致。 

三、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9,427,878.75 2,879,566,616.57 -15.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2,266,402.95 -2,208,064,456.87 62.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1,259,226.24 -1,661,955,202.91 139.79 

说明：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减

少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发行债券收到的现

金增加所致。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比例 

资产负债率（%） 55.75 55.47 增加 0.28 个百分点 

流动比率 1.69 1.42 增加 0.27 

速动比率 0.94 0.73 增加 0.2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8.10 27.69 增加 0.41 

存货周转率（次） 1.26 1.30 减少 0.04 

销售净利率（%） 18.10 18.29 减少 0.19 个百分点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0.54 0.64 减少 15.63 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70 32.51 减少 3.8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27.15 32.11 减少 4.9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7 0.74 增加 4.0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 

0.73 0.73 - 

总资产（万元） 2,959,144.60 2,509,830.27 增加 17.90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万元） 

1,295,804.69 1,117,734.02 增加 15.93 个百分点 

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计算 2018

年每股收益等相关指标时，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以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的股本数为

准。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速动资产为流动资产扣除存货及其他流动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销售收入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总股本 

上述财务决算报告，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谢谢。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议案五：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各位股东及列席代表：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454,774,216.84 元，按照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2,381,466,630.73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238,146,663.07 元后，加上期初未分

配利润 2,691,354,193.73 元，减去 2017 年度已发放现金股利 2,156,523,803.33 元，

本年度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678,150,358.06 元。 

2018 年度分配预案：拟以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扣除届时回购

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3.8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上述预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谢谢。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议案六： 

关于聘任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列席代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认为：2018 年度，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作为本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能坚持独立、公正、客观、公允的原则，遵

守职业道德，对公司的资产状况、经营成果进行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审计；

同时，在公司加强财务管理，提高会计核算的合理性、公允性，维护股东权益及

企业利益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保持和发扬良好的合作关系，更好地为公司长远发展服务，公司拟继续聘

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同时

聘任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9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聘期为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2019 年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并参照

有关标准确定其报酬事宜。 

2018 年，公司支付给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度的财务

报表审计费用为 20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50 万元。预计公司支付给天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 250 万元，内

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50 万元。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谢谢。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议案七：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列席代表： 

2018 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的各位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勤勉尽责，为保障公司稳定发展和维护所有者权益做出了贡献。2018 年度，公

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拟定如下： 

单位：万元 

姓  名 职  务 2018 年度薪酬（含税） 

顾东升 董事、总经理 150.00 

赵方伟 董事 120.00 

钱亚萍 董事、财务总监 50.00 

许庆华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50.00 

龚琴霞 监事会主席 30.00 

张勤学 职工监事 30.00 

合  计 430.00 

注：1、不在公司担任具体管理职务的董事不领取董事职务报酬；在公司担

任具体管理职务的董事（含董事长），根据其在公司的任职岗位领取相应报酬，

不再领取董事职务报酬。 

2、公司董事长周建平、副董事长周立宸、监事黄凯因在股东单位海澜集团

有限公司任职，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光明、姚宁、杨小龙年度津贴为税前 10

万元/人，独立董事的薪酬已按月支付。 

4、董事、监事出席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以及按《公司法》、《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包括差旅费、办公费等），公司给

予实报实销。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谢谢。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