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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5                 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19-041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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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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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龙燕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委托董事长曹璋先生出席并行

使表决权。除此之外，其他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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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奈儿 股票代码 00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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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蒋春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 2018 号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 3 栋

A 座 16 楼 

电话 0755-22914860 

电子信箱 dongmiban@ann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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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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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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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929,042.03 568,421,214.65 1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6,297,854.18 55,399,623.12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064,140.37 50,146,730.33 -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172,656.52 -6,563,041.46 194.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2 2.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2 2.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1% 6.75%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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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142,915.32 1,236,707,381.86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03,273,726.31 860,236,622.3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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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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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璋 境内自然人 31.10% 41,008,500 41,008,500   

王建青 境内自然人 27.64% 36,445,500 36,445,500   

徐文利 境内自然人 10.37% 13,669,500 13,669,500   

安华达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6% 6,008,500 0   

冯毛 境内自然人 0.22% 287,800 0   

张鹏 境内自然人 0.19% 245,900 0   

陈一华 境内自然人 0.19% 244,250 0   

徐兴建 境内自然人 0.13% 17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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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纪珍 境内自然人 0.13% 167,800 0   

黄一勇 境内自然人 0.12% 159,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曹璋与王建青系夫妻，为一致行动人；徐文利系王建青胞兄之配

偶；安华达系公司员工投资本公司的持股公司，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龙燕，监事王建国、程淑霞、肖艳，副总经理王一朋通过该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曹璋、王建青、徐文利及安华达与其他

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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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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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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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零售相关业 

公司以经营“Annil安奈儿”自主品牌中高端童装为主营业务，采取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委

托加工以及直营与加盟销售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在童装产品产业链中，公司专注于前端的产

品开发设计、面辅料采购、供应链管理，以及后端的自主品牌运营、销售渠道管理等核心业

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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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把握我国婴童产业的发展机遇，在管理模式上进行深化改革，对产品线进行适当

的扩张与优化，调整产品结构，从货品端更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适时进行品牌扩张。加快

线下直营渠道布局的调整，加大购物中心的拓店力度，把提升平效与店效作为直营业务的重

点突破点。继续大力推进电商渠道的快速发展，增强线上渠道的覆盖面。探讨加盟渠道新的

共赢模式，通过ERP系统加强对加盟商精细化管理，利用利益共享和帮助开店促进加盟业务

持续稳定发展。安奈儿品牌主打“品质尊享”型客户，通过品牌策略、渠道策略、商品策略三

个方面实施，力争到2022年安奈儿品牌终端零售规模超过50亿，成为“品质尊享”细分市场龙

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但由于受到公司加大清货力度的影响，销售毛利率

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此外，公司加大线下店铺开店力度，销售费用有所上升，致使公司净

利润增长率低于收入增长率，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2019年1-6月，公司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6.54亿元，同比增长15.48%，其中线上渠道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

33.49%，线下渠道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25亿元，同比增长7.63%；实现净利润5,629.79万元，

同比增长1.62%；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1.97亿元，较报告期初减少3.20%，所有

者权益9.03亿元，较报告期初增长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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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财政部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金融资产的分类由现行“四分

类”改为“三分类”：变更前，公

司按照持有金融资产的意图和

目的不同，将金融资产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贷款和

应收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变更

后，公司将以持有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的判断依据，将

金融资产分为“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

定相关要求，企业无需追溯调

整前期可比数，新旧准则转换

累计影响结果仅对期初留存收

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公司自 2019 年第一季度起按

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

露，不追溯调整 2018 年可比

数，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

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 

现行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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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采用的是“已发生损失法”，新

修订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

则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

“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

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

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

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

减值准备，便于揭示和防控金

融资产信用风险。 

定相关要求，企业无需追溯调

整前期可比数，新旧准则转换

累计影响结果仅对期初留存收

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公司自 2019 年第一季度起按

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

露，不追溯调整 2018 年可比

数，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

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将原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项目。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

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等。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

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

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

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

失”项目，并将“资产减值损

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

放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

后。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

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

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

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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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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