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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93                           证券简称：罗莱生活                           公告编号：2019-052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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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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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 股票代码 00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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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霖 魏楠楠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七莘路 3588 号 上海市七莘路 3588 号 

电话 021-23137924   021-23137924 

电子信箱 ir@luolai.com.cn  ir@luola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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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7,369,460.85 2,196,906,569.27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7,394,573.54 218,428,089.68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7,983,761.35 191,457,447.67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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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7,988,430.41 -34,056,397.05 886.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92 0.2960 -15.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94 0.2960 -15.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0% 6.33%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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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4,732,985.42 5,007,299,328.00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97,908,434.35 3,784,838,448.53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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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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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佳国际企业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57% 137,500,000 0   

余江县罗莱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6% 94,292,397 0   

CA Fabric 
Investments 

境外法人 10.00% 82,985,006 0   

薛骏腾 境内自然人 7.79% 64,654,639 0 质押 25,850,000 

王辰 境内自然人 4.64% 38,522,652 0   

薛晋琛 境内自然人 4.64% 38,522,652 0 质押 22,000,000 

上海伟发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9% 33,910,472 33,910,472 质押 33,910,472 

北京本杰明投

资顾问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6% 18,768,157 0   

薛剑峰 境内自然人 1.56% 12,934,841 0   

太平洋证券－
兴业银行－太

平洋证券红珊

瑚 8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6% 11,277,82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薛伟成先生，持有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5%的股权，并持有

上海伟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5%的股权。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截至报告期末，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持有本公司 11.36%的股份，伟佳国际企业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 16.57%的股份。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唯一股东，上海伟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4.09%的股份。薛骏腾先生，系薛伟成

的弟弟薛伟斌之子；王辰女士，系薛伟成长子之配偶；薛晋琛先生系薛伟成之次子；薛剑

峰先生，系薛伟成之侄。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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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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承压前行，下行的压力加大, 在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保持了

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国2019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3%。宏观经济增速

的下滑，及消费增速放缓，使得家纺行业发展也面临一定的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27日发布的工业企

业财务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4%，其中，纺织业下降0.1%。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主业，强化品牌建设和研发创新，推动推进零售转型、精细化管理，提升管

理效益，加强成本及费用管控，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0.4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05%。 

1.持续聚焦主业，强化品牌建设 

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2018年制定的各品牌发展计划与策略的基础上，持续聚焦主业，强化品牌建设。 

罗莱品牌通过持续强化统一的品牌形象输出，向目标消费者传递“超柔床品”的定位。以三种柔软黑

科技赋能全品类柔软科技产品，强化门店柔软主题陈列，消费者对柔软的品牌关联度上升2pts，柔软心智

得到有效提高；根据尼尔森公布的年度品牌健康度调研结果，2019年上半年，罗莱品牌美誉度为87%，知

名度为28.4%，分别位列行业第一、第二，品牌美誉度、知名度持续提升；针对年轻客户群体，推出婚庆

“国潮”系列，同时不断打造商品爆款、打造有竞争优势的品牌故事，吸引、转化新客群；在营销方式上，

发展社群营销、微信营销及网络直播等新的营销模式，展开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尝试。上半年线下会

员新增20万人，活跃会员同比增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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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超柔床品图片） 

LOVO家纺“欧洲新锐设计师设计”品牌战略顺利推进。2019年3月LOVO于全球地标法国卢浮宫举办十

周年庆典，正式宣布启动“欧洲100”项目，截止2020年年底，LOVO计划将与欧洲100名以上的欧洲设计师

合作，持续推出设计师联名款产品，通过战略落地更快速提升品牌的价值。通过电商大数据的趋势与预测，

LOVO家纺全面升级了品牌的视觉形象，着力打造出更年轻、时尚、互联网感、内容情景化的视觉体系，快

速提升流量转化为销售的效率。 

 

 

 

 

 

 

 

 

（LOVO家纺“欧洲新锐设计师设计”品牌代言人周冬雨） 

 

廊湾品牌和莱克星顿品牌作为集团探索全品类家居业务的载体，稳步推进“大家纺小家居”业务，由

以床品为主的家纺产品逐步向卫浴、餐厨、生活家居等多个品类延伸，向消费者呈现丰富的家居生活场景，

满足一站式、体验式购物的需求。 

2.产品研发持续创新  

罗莱品牌2019年上半年继续深度打造以“超柔科技”为核心的商品竞争力， 90%以上的产品使用了超

柔工艺，“超柔床品”战略全面落地。产品研发从纤维、纺纱织造工艺以及整理工艺等多维度进行材质的

多元化创新，来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针对不同季节产品推出“柔软睡眠”和“轻暖睡眠”概念，“柔

软科技”应对四季使用需求开发，“轻暖科技”围绕秋冬的睡眠体验改善针对性的研究，创新推出碳素磨

毛产品、盈暖纤维产品及发热纤维产品。 

LOVO家纺开启了互联网家纺个人群精准化产品研发的策略，清晰划分差异化的消费代际特征、在用户

思维指导下深挖消费需求、以大数据预测产品研发趋势。2019年上半年，LOVO家纺在“欧洲的设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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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两大领域引入了更先进的全球化资源，在产品科技技术层面进行了保暖专利科技升级、香氛床品

等多项微创新，最终提升了电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报告期内，莱克星顿与美国著名的室内设计师Barclay Butera成功发布了第三个家具系列

——Malibu，该系列的款式体现了一种新鲜而经典的设计感，将传统风格以一种清新、有创造力的方式重

新演绎出来，表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休闲过渡设计，保留了休闲优雅精髓的同时又融入了高级精致的

元素，是高端室内设计的试金石。 

 

 

 

 

 

 

 

 

 

（莱克星顿Malibu系列产品图片） 

3.渠道深耕，推动全渠道融合 

公司继续强化各品牌在优势地区的竞争力，打造更多具有绝对竞争力的地区。聚焦投入在重点省份、

城市和业态，打造核心样板门店，总结并推广加盟商“可复制模式”。加强公司中后台能力建设，在陈列、

服务、促销、库存等方面做到高标准，向终端赋能，实现零售提升。  

报告期内，罗莱针对6种线下店态进行了梳理，为不同的店铺类型制定相应的商品、形象及运营策略，

并升级了VI/SI手册。 

公司持续推动全渠道融合，通过打通实体门店、官方商城、品牌旗舰店、微信公众号等实现会员和商

品信息的共享，上半年基本实现线下会员公司统一管理。 

4.加强零售能力建设 

公司持续以罗莱品牌为主推进零售转型战略，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打造流程化、标准化的零售营运体

系。以商品为核心，围绕消费者需求，链接前、中、后台，建立零售导向的职能协同机制，提升零售同店

增长；同时建设样板客户的零售精细化运营模型，打造加盟商精益零售的模式；升级终端培训体系，提升

零售成交率、连带率。 

5.提升供应链计划运营能力 

为推动全渠道融合战略的落地，满足全渠道客户订单交付需求，公司积极建设及完善供应链集成计划

能力，打造贯穿从需求管理到交付的广义供应链计划运营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与战略及核心供

应商的合作共赢，持续优化对供应商质量管理效率，不断推进采购成本优化，降本工作初见成效；提高产

能规划能力及布局、管理战略OEM工厂的能力，并推动工厂专业化管理，工厂智能化探索起步，准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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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及柔性指标有所提升。 

6.通过人才引进和管理优化，持续提升公司组织能力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战略规划从国内外知名企业引进多名零售、商品的中高层专业人才，推动公司提

升零售和商品能力；优化奖金方案，年度奖励与销售、研发等岗位的业绩挂钩更直接、更紧密，激发更多

员工成为高绩效者；持续建立公司与员工的事业共同体，让员工分享公司长期价值成长所带来的收益，截

止报告期末累计向113名员工授出14,861,000股限制性股票；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人才测评、盘点和述

职，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罗莱大学通过专题项目，重点提升内部员工及加盟商的管理、零售运营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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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增子公司：无。 

   本期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南通秦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南通秦莱 注销 

2 南通品莱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品莱 注销 

3 南通乐莱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乐莱 注销 

4 南通罗皖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罗皖 注销 

5 南通罗兴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罗兴 注销 

6 宁波乐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乐喔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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