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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4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7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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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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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56081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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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斯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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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郗惠宁 徐亚平 

办公地址 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 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 

电话 03175090055 03175090055 

电子信箱 huasi@huasigufen.com huasi@huasiguf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在裘皮服装、服饰设计、生产、销售的基础上，秉承做大做强裘皮行业，为行业服

务的原则，整合国内裘皮行业，打造毛皮全产业链--裘皮行业线上、线下服务平台。线下平

台包括海外珍惜水貂育种、毛皮原材料交易市场、华斯裘皮城、华斯直营店。线上业务包涵

线上销售、线上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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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斯股份线下平台业务 

1、海外优良水貂育种： 

面对庞大需求的国际市场，国内养殖户望眼欲穿，虽积极引进国际名种貂种到国内养殖，

可现实是屡养屡败，主要原因是不科学、不懂技术、缺少优良品种。 

2013年，公司在丹麦和拉脱维亚拥有8个貂场，用国际化的标准，科学选种、育种。公司

可直接控制国外高端水貂优良品种引入国内，帮助国内养殖户致富并提升国内水貂档次。届

时，公司将借助国际先进的养殖技术、人才、理念，加大研发力度，培育适合中国本土大规

模养殖的优良种貂，在国内推广，提高养殖户的收入，带动农户致富。 

2、中国肃宁国际毛皮交易中心：中国肃宁国际毛皮交易中心（暨裘皮原材料交易市场）

建筑面积130626.13平方米，拥有商铺752户，露天摊位约844个，改变了毛皮“地摊经济”，是

目前国内最大的皮毛交易市场。中国肃宁国际毛皮交易中心的2014年6月落成开业，改变了原

有商户的粗放经营模式，交易档次和水平升华，交易环境时尚、赋予浓郁的商业气息，吸引

世界各地商旅纷至沓来，成为国内最活跃的毛皮集散经济体。 

 3、毛皮服装、服饰生产加工业务：全球最大的裘皮制品生产企业、具有优秀的服饰设计

能力；稳定、快速的原皮资源采购能力；高水平的原皮综合利用开发能力；稳定的高端客户

资源和长期合作关系。 

4、华斯裘皮城：华斯裘皮城一期2013年11月18日开业，“一站式”裘皮时尚中心。裘皮城

一期建筑面积8万平米，一楼引进国内知名箱包品牌等入驻到国际裘皮城。二三楼主要引进国

内外裘皮服装、服饰品牌。 

华斯裘皮城二期于2015年10月份开业。华斯裘皮城二期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将以箱包、

皮衣、羊绒、裘皮品类为主，打造中高端的工厂店；另有华斯生活购物广场，以家庭欢享型、

生活体验式购物为主要定位，涵盖影院、精品超市、儿童娱乐、主题餐厅、休闲购物，一种

崭新的生活方式竟在这里开启。 

5、直营店：主要以HERAS、和EGAKE为品牌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心商圈的商场开设直营

店，HERAS的以时尚生活高端品牌定位，提倡优雅知性的生活方式，为时尚优雅仕族定提供

高品质的精致优雅生活。EGAKE致力于为成功时尚女性提供最适合而丰富的私人衣橱服务。

公司目前共开设直营店铺11家。 

二、华斯股份线上平台业务 

1、线上销售平台——微卖 

公司2015年5月收购微卖30%的股权。 

华斯股份发挥行业龙头地位，通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使产业链全面打通。公司积极探索

新的领域和新兴行业，使之武装裘皮行业，使公司现有的行业全产业链得到深挖和升华。 

手机应用端“微卖”是一个基于全网移动社交媒体的电商平台（电商3.0）。 

使用户通过一个个的社交圈子实现全网络无所不在的交易体系。不但卖家可以找到买家；

买家通过社交媒体，大数据挖掘的匹配，也可以匹配上合适的商品和卖家。在手机应用端“微

卖”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进行商品的分享、传播和交易。 

“微卖”的C2C、 B2C2c业务与公司现有的中国肃宁国际毛皮交易中心和华斯国际裘皮城业

务相契合。能为公司现有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提供多项互联网解决方案。 

微卖是一个基于全网移动社交媒体的电商平台，在微卖的平台上每一人都可以免费进货

开设自己的店铺，通过自己的微博、微信、QQ、短信等社交方式分享推荐给朋友或者客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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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销售的目的。 

2、天猫旗舰店 

公司以EGAKE品牌在天猫开设旗舰店，销售高端裘皮女装。以此补充未开设店铺的城市。  

3、2016年8月，公司子公司华卓投资收购未来时刻10%股权，未来时刻着力美妆类社交电

商孵化，有效整合红人孵化、粉丝运营和电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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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699,305.99 566,909,774.58 -11.50% 833,882,86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65,173.52 18,066,889.18 -16.61% 94,824,39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50,746.71 12,472,744.21 4.63% 87,317,627.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520,430.90 48,603,438.48 1.89% -274,339,606.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0 -20.00%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0 -20.00%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1.29% -0.29% 7.2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525,667,009.63 2,299,840,448.20 9.82% 2,140,326,45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2,332,149.17 1,404,721,864.48 41.83% 1,391,925,1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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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60,552.97 95,847,849.58 134,596,940.19 160,493,96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37,689.73 794,307.05 -105,857.68 6,439,03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73,014.34 -729,580.96 -501,857.26 6,809,17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15,898.50 9,393,379.82 -5,591,006.35 64,133,9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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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47,835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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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数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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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国英 境内自然人 31.31% 120,720,374 91,467,351 质押 29,60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其他 2.53% 9,772,457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逆向策

略混合型证券 

其他 2.42% 9,344,132 0   

建信基金－工

商银行－陕西

省国际信托－

陕国投·财富尊

享 32 号定向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92% 7,416,563 7,416,563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智增精

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2% 6,646,485 3,708,281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博创

新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2% 6,634,812 0   

上海纺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6,581,354 3,708,281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280 号

证券投资集合

信托计划 

其他 1.45% 5,572,086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六组合 
其他 1.30% 5,000,000 0   

贺树峰  1.27% 4,914,000 2,45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贺国英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贺树峰是贺国英的堂弟，构成关联关系。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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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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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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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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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管理层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董事会

确定的年度战略经营目标，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努力调整业务结构、加快技术创新，

管理水平明显提升，企业文化稳步推进，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

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继续增强。 

2016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经过了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并于2016年11月11日发

行，共发行股票370828818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清洁生产

平台将有效整合行业，有利于先进生产工艺和节能减排工艺的推广和应用，有利于培育富有

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有利于行业清洁化、集约化生产以及实现绿色发展。 

公司在主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在社交电商方面的布局也初见成效： 

1、优舍科技经营情况：2016年实现收入2443.32万元，净利润201.92万元。微卖平台全

年日均成交额233万元，日均活跃量134万。同时，优舍科技业务不断进行扩大创新：控股浙

江光灿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参股美妆供应链公司-郑州赢之梵商贸有限公司；参股图片及视频

内容公司-北京智美力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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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来时刻情况：2016年8月，公司子公司华卓投资收购未来时刻10%股权，未来时刻

着力美妆类社交电商孵化，有效整合红人孵化、粉丝运营和电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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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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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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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沧州市华惠毛皮购销有限公司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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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签字）：              

                                  贺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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