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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2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2018-017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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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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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7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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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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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音勒芬 股票代码 00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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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阳 马涵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 309 全部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 309 全部 

电话 020-39952666 020-39952666 

电子信箱 investor@biemlf.com investor@bieml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自有品牌比音勒芬（ ）高尔夫服饰的研发设计、品牌推广、营销网络建设及供应链管理，目

标群体为高尔夫爱好者以及认同高尔夫文化、着装倾向于高尔夫风格的中产收入以上消费人群。公司主要产品为自主品牌比

音勒芬高尔夫服饰，分为生活系列、时尚系列、高尔夫系列和度假旅游系列。 

公司采用轻资产的品牌经营模式，即公司致力于附加值较高的业务链上游的设计、研发和业务链下游的品牌运营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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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渠道建设，产品生产业务外包给生产商。公司采取直营和特许加盟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公司产品的销售终端门店分为直营

店和加盟店。目前，公司在一、二线城市以设立直营店为主，在其他城市以设立加盟店为主。公司直营店分为联营方式和非

联营方式。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营销网络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公司坚持高端品牌的服饰定位，在选址

上致力于选择高端零售渠道。具体而言，在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机场、知名高尔夫球会会所，公司主要开设直营店；

在其他城市的高档商圈，公司主要通过加盟店的方式建立销售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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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054,428,156.48 842,007,435.02 25.23% 753,613,90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223,954.57 132,596,382.33 35.92% 123,190,16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828,196.12 128,770,205.82 33.44% 121,439,81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498,306.43 104,496,913.49 21.05% 138,227,434.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9 1.66 1.81% 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9 1.66 1.81% 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4% 22.35% -9.11% 26.4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731,690,505.38 1,473,435,001.78 17.53% 684,466,51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2,650,462.46 1,283,760,507.89 12.38% 527,087,1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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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251,432.35 210,698,150.47 263,237,434.67 296,241,13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07,538.99 23,951,327.18 53,325,207.50 42,939,88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534,194.78 23,232,319.32 49,491,433.22 39,570,24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096,121.12 -12,382,125.85 -20,415,935.05 32,200,2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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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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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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97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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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秉政 境内自然人 41.25% 44,000,000 44,000,000 质押 6,220,000 

谢挺 境内自然人 7.50% 8,000,000 8,000,000   

谢炳銮 境内自然人 4.87% 5,200,000 0   

李惠强 境内自然人 4.87% 5,200,000 0   

陈俊岭 境内自然人 4.50% 4,800,000 0   

申金冬 境内自然人 3.75% 4,000,000 3,000,000   

冯玲玲 境内自然人 3.75% 4,000,000 4,000,00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0% 2,030,050 0   

九泰基金－广发银行－九泰基

金－昆泰分级6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6% 1,874,676 0   

唐新乔 境内自然人 1.50% 1,600,000 1,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谢秉政与冯玲玲系夫妻关系；谢秉政与谢挺系兄弟关系；谢秉政、冯玲玲、

谢挺系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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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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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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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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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05,442.8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3%；实现利润总额人民币23,223.12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31.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18,022.4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92%。截至2017年底，公司

资产总额173,169.05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资产144,265.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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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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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装类 453,740,538.86 299,603,091.87 66.03% 20.84% 25.98% 2.69% 

下装类 218,612,963.33 148,822,328.48 68.08% 36.57% 45.56% 4.21% 

外套类 322,286,821.65 205,163,505.83 63.66% 22.52% 28.90% 3.15% 

其他类 59,787,832.63 36,053,801.30 60.30% 37.72% 42.99%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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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5月25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2017年1月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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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利润表中增加“其他收益”项目 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 

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资产处置收益 

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 

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持续经营净利润、终止经营净利润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本公司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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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 不适用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秉政 

2018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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