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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9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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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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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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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姿股份 股票代码 00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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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优 王艳秋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7 号大郊亭南街 3

号院 1 号楼（朗姿大厦）18 层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7 号大郊亭南街 3

号院 1 号楼（朗姿大厦）1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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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53518800-8179 010-53518800-8179 

电子信箱 wangjianyou@lancygroup.com wangyanqiu@lancy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品牌女装的设计、生产与销售，主攻中高端女装市场，并以女性时尚产业为基础，依托资本、

渠道、客户、人才优势和在时尚文化领域的影响力，积极拓展绿色婴童、医疗美容和化妆品等时尚相关产业。目前已形成以

时尚女装、绿色婴童和医疗美容为主的多产业互联协同的泛时尚生态圈。 

（一）时尚女装业务 

1、公司女装业务特点及品牌。公司于 2000 年创立朗姿品牌（LANCY FROM 25），切入国内中高端女装市场，连续多

年在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中位于高端女装品牌前五名。此后，公司不断孕育出引领时尚潮流的新品牌，如 2006 年成立的

品牌莱茵（LIME FLARE）、2011 年培育的品牌玛丽（marie n°mary）和近年来精心打造的俪雅朗姿（liaalancy）等，积累

了丰富的中高端女装时尚品牌的孵化经验，掌握了将中高端时尚品牌产业化运营及推广的能力。与此同时，基于公司平台的

整合设计能力以及广阔的销售渠道，公司积极代理运营国外高端女装品牌，如卓可（MOJO S.PHINE）、吉高特（JIGOTT）、

FABIANA FILIPPI、韩国知名少淑高端品牌 DEWL 等。公司采用多品牌发展策略，各品牌在品牌定位、设计风格、目标客

户等方面相互补充，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又能够分散公司的经营风险。公司具有全球化视野，较早布局国际市场。

韩国时尚产业发达，广受中国女性消费群体欢迎。公司于 2005 年引进韩国大贤旗下的女装品牌 ZOOC、MOJO S.PHINE 等，

初次接触韩国时尚消费趋势。2010 年，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莱茵韩国，并大力发展韩国设计师队伍，深度把握韩国时尚趋

势，在品牌设计中充分融入韩国设计元素。2011 年上市后，公司进一步接轨国际时尚潮流，代理运营了在全球 15 个国家（意

大利、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开展业务的意大利奢侈品牌 FABIANA FILIPPI；2015 年，公司获得韩国知名

少淑高端品牌 DEWL 的中国大陆独家代表权。 

2、女装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我国服装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正处于行业发展周期的成长阶段，随着

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商品品类的日益丰富，服装作为生活必需品与日常消费品，已具备更多可选消费品的特

征。女装市场细分化程度高，女装品牌的市场定位除了针对年龄层次的不同外，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和爱好等也是品牌

拥有者在选定目标顾客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同时女装市场空间虽大，但品牌众多，单一品牌集中度较低，市场细分度较

高。公司所处的中高端成熟女装行业具有竞争企业众多、市场集中度低的产业特征。随着这一行业领先企业在技术、人才、

渠道及资金等方面的集聚，中高端女装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将有望进一步提高。据国内高端女装线下销售数据统计分析，2016

年国内高端女装十大品牌中，公司旗下品牌名列前茅。 

（二）绿色婴童业务 

1、公司绿色婴童业务特点及品牌。2014 年，公司投资约 3.1 亿元人民币，成为品牌历史超过 37 年的韩国知名童装上市

公司阿卡邦的第一大股东，将时尚的触角由中高端女装拓展到婴幼服装及用品。阿卡邦在韩语中意为“小孩的房间”（아가방），

其产品对 0-4 岁婴幼儿的服装、用品、护肤品、玩具等孩童成长用品领域进行了全面覆盖，旗下拥有 Agabang、ETTOI、Putto、

Designskin、Dear Baby 等一系列自有品牌，并代理运营 Elle、Maternity 等外国知名婴童和孕妇装品牌。经过近四十年的持

续运营，阿卡邦在韩国构筑了优秀的品牌认知度和最大的流通网络，连续多年取得韩国企业效率协会“第一童装企业”、“第

一知名度品牌”、“第一童装企业”等荣誉，在韩国民众中深入人心，被誉为韩国婴童用品的国民品牌。 阿卡邦产品定位为

中高端的母婴服装及用品，公司在中高端女装领域积淀了丰富的店铺拓展管理经验，积累了十余万忠实的中高端女性客户和

近五百家优质的线下销售终端渠道，将有助于阿卡邦品牌在国内的推广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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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婴童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婴童行业包含的类别众多，产品范围广泛，主要包括婴童食品、婴童日用

品、婴童鞋服/玩具市场。婴童用品行业发展与婴儿出生人数密切相关，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未来几年我国新生儿数

量预计会进入一个小高潮。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 0-12 岁的婴童市场总规模约为 11,500 亿元，近几年，

婴童市场将保持 15%左右的高速增长，预计到 2017 年，0-12 岁婴童市场规模将超过 26,000 亿元。过去婴童行业以渠道为主，

近来是以零售(终端)为王，未来整个行业会越来越向专业化发展。公司的阿卡邦品牌的婴童业务在原产地韩国巨有广泛的品

牌认知度和客户基础，在东亚、美国具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力，在国内尚处于品牌推广阶段，行业影响力较小。 

（三）医疗美容业务 

1、公司医疗美容业务特点及品牌。2016 年，公司新增医疗美容服务业务，先后通过战略投资韩国著名医疗美容服务集

团 DMG、收购控股“米兰柏羽”、“晶肤医美”两大国内优质医美品牌及其旗下六家医疗美容机构，快速切入医疗美容行业。

“米兰柏羽”定位于高端综合性医美品牌，参照 JCI 标准（全球公认的最高医疗服务标准）对医疗机构进行管理和运营，以

最规范严苛的标准进行流程设计和服务追踪，以顾客的需求和安全为核心，以顾客全方位、全触点的感受为考量，提供高品

质的医疗美容解决方案和差异化的价值体验；“晶肤医美”定位于“医学年轻化”连锁品牌，主打激光与微整形类医疗美容

服务，已成功打入成都、西安、长沙、重庆四地市场，建立了涵盖产品、服务、运营及人才培养的标准化体系，在“医学年

轻化”这个前沿细分市场中具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通过控股“米兰柏羽”和“晶肤医美”两大国内医美品牌和战略投资韩

国医美标杆企业梦想医疗美容医院，公司将促成中韩两国医美行业多区域、多层次的联动和协同，实现对先进医美技术、高

端医美品牌和标准化经营能力等核心资源与竞争力的积累。 

 2、公司医疗美容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医疗美容行业在我国目前处于快速成长期，中国医疗美容市场潜

力巨大，并且受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提高、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日益便捷化、与发达国家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等因素影

响，医疗美容需求增长迅速。2015 年泛医美产业 （包括行业上中下游及相关产业）总量超过 5,500 亿人民币，2011-2015 

年均增速接近 20%。根据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预计， 2019 年行业规模将达到 10,000 亿，有望超过巴西，成为世界第二大

医疗美容市场。与传统医疗相比，医疗美容行业呈现出进入门槛低、回报周期短、更依赖于营销渠道的特点。由于我国医疗

美容行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监管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公司旗下医美品牌分别专注于不同的领域，

公司将通过医美品牌在全国的推广和连锁化后迅速占领市场，并努力在未来三年内进军国内医美行业第一集团军。 

未来，公司将继续依托丰厚的女装时尚品牌优势、业已建立的时尚品牌方阵及覆盖广阔的优质线下营销网络和客户资源，

扎实落地以“线上线下互通”为翼、“板块轮动协同”为舵的产业演进战术思路，在时尚浪潮翻涌前行的大时代背景下，稳

步打造出时尚女装、绿色婴童、时尚医美等业务板块的“线上线下流量互通、多维时尚资源共享、全球多地产业联动”的泛

时尚产业互联生态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367,738,330.66 1,144,252,813.08 19.53% 1,235,436,75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015,756.96 74,456,433.33 120.28% 121,224,9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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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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97,146.04 33,213,155.34 206.80% 51,854,32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432,455.65 150,825,033.18 -12.19% 35,511,48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0 0.186 120.43% 0.3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0 0.186 120.43% 0.3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0% 3.25% 3.65% 5.0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4,422,922,295.80 2,788,855,377.30 58.59% 2,898,357,69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63,974,548.13 2,325,034,676.15 5.98% 2,255,832,915.6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6,293,323.00 206,419,869.55 353,471,353.19 541,553,78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64,604.74 11,335,418.21 44,037,988.63 81,577,74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21,636.29 7,219,925.04 16,364,307.18 56,691,277.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561,477.59 -4,500,676.02 44,606,670.90 28,764,983.1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14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4,98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

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

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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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数量 

申东日 境内自然人 50.79% 203,155,500 101,577,750 152,366,624 50,788,876 质押 56,900,000 

申今花 境内自然人 8.24% 32,953,800 16,476,900 24,715,350 8,238,450   

申炳云 境内自然人 4.97% 19,876,900 5,338,450  19,876,900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第 1 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3.27% 13,062,000 3,732,000 13,062,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兴业动

力组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9% 1,949,935 1,649,935  1,949,935   

中国农业银行－新

华行业轮换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1% 1,632,912 1,632,912  1,632,912   

黄三河 境内自然人 0.31% 1,233,400 620,600  1,233,400   

何增茂 境内自然人 0.26% 1,059,679 1,059,679  1,059,679   

刘治贵 境内自然人 0.20% 815,700 455,700  815,700   

吴进强 境内自然人 0.20% 792,700 384,900  792,7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

新股成为前 10名股东的情况（如

有）（参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申东日为公司董事长，申今花为公司董事、总经理，申炳云为申东日和申今花之父。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申东日 50,788,876 人民币普通股 50,788,876 

申炳云 19,87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76,900 

申今花 8,238,450 人民币普通股 8,238,4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兴业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949,935 人民币普通股 1,949,935 

中国农业银行－新华行业轮换 1,632,912 人民币普通股 1,63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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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黄三河 1,23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3,400 

何增茂 1,059,679 人民币普通股 1,059,679 

刘治贵 815,700 人民币普通股 815,700 

吴进强 792,700 人民币普通股 792,7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761,988 人民币普通股 76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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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申东日为公司董事长，申今花为公司董事、总经理，申炳云为申东日和申今花之父。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参见

注 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刘治贵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815,700 股，占公司股份比例 0.20%；吴进强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92,700 股，占公司股份比例 0.2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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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说明：2017 年 1 月 19 日，因个人资金需求，申今花女士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了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6.47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66%；2017 年 2 月 13 日，为执行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之 2016 年度计划，申东日先生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4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5%。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实际控

制人申东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49.66%，实际控制人申今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7.47%，其他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的比例为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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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近期不存在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能力有重大影响的风险因素。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女装上衣 213,044,975.33 94,484,569.25 55.65% -24.55% -15.04% -4.97% 

女装裤子 60,267,803.27 23,429,281.63 61.12% 10.82% 7.42% 1.23% 

女装裙子 355,605,861.98 135,002,624.58 62.04% -13.15% -11.62% -0.66% 

女装外套 330,319,918.11 148,892,323.44 54.92% -11.00% -8.07% -1.43% 

婴童服装 194,056,349.69 111,315,937.95 42.64%    

婴童用品 99,968,422.57 43,394,162.42 56.59%    

手术类医疗美容 26,161,928.37 11,730,723.27 55.16%    

非手术类医疗美容 59,362,943.08 25,672,401.54 56.75%    

其他 17,881,610.48 12,879,146.43 27.98% -29.49% -40.05% 12.7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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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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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 9 家合并主体，新增合并原因分别是： 

1、2016 年 8 月 17 日，阿卡邦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理事人员变更的相关议案，此次变更后公司在阿卡邦理事会中的表

决权席位达三分之二，能够对其实施控制，自此，阿卡邦由公司的参股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 

2、2016 年 6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等公司

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9 月完成以自有资金 32,720 万元人民币收购四川米兰 63.49%股权、深圳米兰 70%股权、四川晶肤 70%

股权、西安晶肤 70%股权、长沙晶肤 70%股权和重庆晶肤 70%股权的相关事项。报告期内，公司对上述六家医美公司实现

控制。 

3、2016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拟设立北京朗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2016 年 9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株式会社韩亚银行共同增资子公司的

议案》，拟进行增资扩股并引进株式会社韩亚银行作为新增投资对朗姿资管进行增资，同时北京朗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更名

为北京朗姿韩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报告期内该公司已设立完成，公司拥有其 75%的股权，能够对其实施控制。 

4、2016 年 9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子公司拟设立中外合资企业的议案》，拟在天

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中外合资企业阿卡邦(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报告期内该公司已设立完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公

司控股子公司阿卡邦持有其 39%股权，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控制。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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