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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 30.86亿，同比增加 20.34%；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3亿，同比增加 43.65%。 

2018年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净资产 5.04亿元；2018年末公司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16亿元，同比增长 47.26%。 

一、 2018年度整体情况回顾  

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90.03万亿元，同比去年增长 6.6%，制造业 PMI 指数年度均

值 50.9%，国内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报告期内，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1万亿元，

同比增长 9%。公司始终秉承“工匠精神”，专注主业经营，加强旗下品牌建设，加强产业

链资源整合，挖掘业务的内生式增长，报告期内业绩稳步提升。 

主要会计数据： 

主要会计数据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 

2016年 

营业收入 3,085,609,336.25 2,564,142,762.90 20.34 744,317,18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2,839,077.77 189,937,730.20 43.65 100,327,9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4,879,463.71 187,060,974.95 14.87 72,781,15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7,010,712.10 379,176,405.76 15.25 77,541,805.28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期末

比上年

同期末

增减（%

） 

2016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416,294,666.06 1,640,838,864.25 47.26 1,459,727,291.82 

总资产 6,639,656,365.56 6,616,590,407.41 0.35 1,596,969,898.06 

期末总股本 180,553,993.00 152,291,564.00 18.56 147,980,000.00 

 

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着力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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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实金字塔式多品牌立体矩阵，拓宽新市场领域 

公司一直以“创造出具备中国文化元素的奢侈品牌”作为愿景，目前公司通过收购兼并

已拥有三个品牌，通过各品牌不同的市场定位实现了目标市场覆盖率的拓宽。 

其中，承接云锦文化的“元先”品牌定位于奢侈品品牌，报告期内不断推出高端艺术品、

定制中式嫁衣等新品，满足高净值人群追求的顶级品质和文化内涵的需求。 

主品牌 VGRASS 品牌定位于高端女装，主要面向对服装品质和时尚度有较高要求的千禧

一代高端消费者，产品面料、产品设计、销售渠道和店铺装修水平不断提升。 

TEENIE WEENIE品牌定位于高端卡通休闲服饰品牌，在女装保持稳定成长的同时，男装、

童装均形成了较高增速的增长。女装、男装、童装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同时，不断补充设计团

队新鲜血液进行设计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在终端层面，不断提升现场的管理人员素质，

为前端人才进行教育和投资。 

（二）全面推行“根据品牌特性提升品牌竞争力”战略 

1、持续推行“产品升级” 

元先品牌以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为元素，不断传承创新，以传统大花楼织机为设备，坚持

手工织造，运用云锦特有的妆花、织金等特色制造手法，创造出优雅而富有寓意的艺术新品，

呈现出丰富、奢华的纹样层次。元先品牌在推出的包括银宝地、天香华散、龙凤莲在内的多

款嫁衣新品，通过真丝绒线、真金线、银线和珍贵的孔雀羽线织造而成，整体效果富丽堂皇，

纹样细节层次丰富，在突出现代审美的同时又保留古朴的韵味。作为拥有约 1600 多年历史

的南京云锦，其特有的妆花技艺，因其不可用机器所取代的手工织造工艺，将文化与传承赋

予了温度和生命。而云锦嫁衣作为高级定制嫁衣，每一件都是唯一，几百人的工时，至少 6

个月的制作，一针一线都带有匠人的温度，是情感和幸福的维系。  

VGRASS 品牌积极推进“定位款项目”，通过商品企划满足品牌调性；通过自主研发云

锦花型的独特性，吸引千禧一代高端消费者。该品牌持续进行产品设计提档，米兰、首尔、

上海、南京的国际设计团队，将全球视野聚焦中国文化，传承经典、古意融新，让古老的中

式典雅妙趣横生。设计团队不断从云锦博物馆收藏作品中汲取灵感，将中国历代皇室御用的

云锦工艺、融入现代生活趣味。通过对云锦吉祥寓意图案的研究，用颇具现代感的条纹图案

等形式进行表达，配合独特的面料，衬托云锦的特点。 

在 VGRASS 品牌“园趣”系列新款产品中，国际设计团队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图案“百

子图”融入 VGRASS 产品设计，用童趣传递意境。“百子图”在礼仪之邦的中国，上到古代

的皇帝、士大夫，下到普通文人、平民，都愿意在喜庆、甚至平时用上它，以期带来祝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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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愿望。这些有故事、有工艺、图案特别的高定价款服饰，一经推出便取得了优异的销售

表现。 

TEENIE WEENIE品牌在保持原有的品牌元素的基础上，持续在面料、产品配色组合资料

库、版型、卡通形象四个领域持续进行产品升级与创新。在面料领域与知名的面料研发工作

室合作，针对品牌定位的战略方向研发图案，开发舒适度与质量更加优秀的品牌专属面料；

对所有产品的配色组合资料库进行升级，将其产品的颜色搭配更加丰富，并且保持紧跟国际

流行元素的步伐；通过聘用国际知名品牌的版师，对产品线进行版型升级；通过推进“卡通

形象差别化设计”项目，对于品牌卡通形象小熊家族，在保持核心元素的基础上，通过强化

花园风和经典卡通形象，强化品牌优势 DNA，传递了卡通形象的一惯性；通过运用奢侈品牌

的工艺实现产品品质的高档化；通过研发时尚流行图案设计提升产品的时尚度；报告期内产

品品质提升明显，商品价值不断提升。 

2、渠道质量和店铺形象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VGRASS 品牌开设了成都 IFS 等高端商场店铺，店铺形象全面升级。同时，

品牌在上海久光、北京 SKP商场推出限时概念店，设计团队将全球视野聚焦中国文化，隆重

呈现限量系列，用精华之作构筑艺术殿堂。概念店活动现场首次完整展出由米兰和上海团队

设计的系列服饰。秉承着对中国文化底蕴的探索和对国家级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精神，每件

服饰都似艺术品一样，开创性的融合了东西方文化。2018 年 3 月，VGRASS 品牌于欧洲顶级

的时尚街区，意大利米兰 Spiga大街成功开设了第一家海外旗舰店，持续推进国际化战略。  

TEENIE WEENIE在报告期内新开了上海久光百货、南京金鹰购物中心等店铺，通过简洁

利落的设计、干净清爽的线条打造简约不失格调的艺术空间。去繁从简的框架设计，给顾客

带来更舒适的购物体验。   

（三）拓展高收益新渠道，通过 O2O统合线上线下 

TEENIE WEENIE 品牌在 2018 年电商销售同比增长 24%。其中，TEENIEWEENIE 女装在天

猫爽双十一女装销售额总排名为第九名，较去年前进一名，现已成为天猫平台女装品类的

重点合作品牌。 

VGRASS 品牌持续投入“微商城”线上渠道，持续探索高端品牌在线上市场的良性成长

模式。报告期内，销售额同比去年提高 92%，并利用线上渠道尝试 O2O模式，其中 O2O销售

贡献占比稳步提升。 

二、 报告期董事会履职情况 

1.董事会会议召开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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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共召开了 11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表： 

会议届次 审议通过议案情况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关于公司聘请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关于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7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关于< 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关于公司<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制定<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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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

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以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关于<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关于子公司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公司拆迁置换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关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

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关于选举张庆辉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关于公司<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关于公司《2018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子公司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拟向维格娜丝

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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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8年公司共召开 1次年度股东大会与 2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

执行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会议届次 审议通过议案 决议执行情况 

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 

《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公司 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均已有效执行 

 

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及上市地点》 

《发行规模》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债券期限》 

《债券利率》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转股期限》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赎回条款》 

均已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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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售条款》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原 A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有关条款》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担保事项》 

《募集资金存管》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制定<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

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以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关于<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

大会 

《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庆辉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莉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均已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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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

员会。报告期内，各委员会依据各自工作细则规定的职权范围运作，并就专业性事项进行研

究，提出意见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 

 

4、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勤勉尽责，按时参加股东大会、董事会，

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对历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议案以及公司其它

事项均未提出异议。 

 

三、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一) 行业格局和趋势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放缓，网上零售 B2C市场交易规模持续增长，服装网购市

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数据显示，96%的千禧一代在实体店购物时使用手机支付，手机等移动设备已成为千禧

一代的购物伴侣。未来，线上线下的无缝连接将成为新的消费趋势，而全渠道的服装企业与

零售商将成为真正赢家。尽可能多的购物选择一方面拓宽了服装品牌的销售渠道，另一方面

也可以最大程度优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服装行业高速的发展促使市场目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众多品牌面临库存压力。在服

装市场，转型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开拓更多的渠道，为过去的库存找到销路；二是找到更

高利润空间的市场“蓝海”。而电子商务渠道的拓展有效的帮助企业解决去库存的问题。新

渠道的发展成为服装这个成熟市场的亮点，绝大多数品牌已经布局电子商务渠道。 

 目前，我国服装零售行业整体运行稳中趋缓，进入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

在外需仍存在较大不确定向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内需消费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抓住“互

联网+”的转型机遇，将为行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2、消费需求持续升级，轻奢市场空间广阔 

近年来我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保持在 7%以上，2017年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已达到 25,974元，同比增长 7.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6,396元，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13,432元。伴随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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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持续提高，消费对我国 GDP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上升，从 2008 年的 44.2%

升至 2017年的 58.8%，2018 年上半年已达到 78.5%，国内经济逐步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

导。此外，2015 年以来，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基本呈稳步增长趋势，2017年一季度略有

下滑，二季度起持续回暖。 

长远来看，中国轻奢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消费升级趋势下，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将持续提高，个性化诉求与自我表达意愿提升，未来服装消费或将呈现出高端化、体验化、

多样化、独特化的趋势，质量较高、与传统重奢相比具备价格优势、拥有品牌文化和设计特

色的轻奢品牌发展前景广阔。 

3、多样布局满足消费多样需求，童装、男装、女装的集中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加和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最

大的服装消费市场之一，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用于服装的消费仍处于良好增长态势。 

中国服装行业 CR8为 9.4%，远低于日本、韩国、美国和英国，处于较低级别的分散竞

争型格局。中国除运动服外，童装、男装、女装的集中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需求方面，80后、90后已成为消费的主力军，受众群体广、消费频次高使得大众休闲

服饰市场，供给方面，行业内陆续出现差异化多品牌、扎根细化子领域，品牌效应分化至男

装、童装及配饰，实现外延式增长。 

(二) 公司发展战略 

1. VGRASS坚持品牌提档，强化“修身”品牌 DNA，加快品牌国际化进程 

在产品设计方面，品牌调性坚持一致，将“修身”融入每件产品中。产品持续进行设计

及品质提档，与优质面料供应商合作，使用高端面料；加入云锦、苏绣、钉珠等重工手工工

艺，凸显中国风元素；联合国际设计团队，持续提高公司产品设计水平，推行产品设计“年

轻化”；坚持“连衣裙之王”战略，做到单品类多样化；持续开发场合装，扩充品牌产品线。 

在营销渠道方面，品牌已基本完成渠道结构调整，聚焦拓展高端渠道，在一线城市高端

购物中心开设与国际品牌同区域同楼层的店铺。在店铺形象方面，与曾任职国际一线奢侈品

品牌店铺形象设计师合作，不断提升店铺形象，为顾客营造尊贵舒适的购物体验。 

在国际化进程方面，公司已设立维格娜丝意大利有限公司（VGRASS ITALYS.R.L.），并

在欧洲顶级时尚街区意大利米兰 Spiga大街设立了品牌旗舰店，推出兼具中国文化元素和国

际流行趋势的高端品牌时装。在海外不断积累国际化团队运营经验，打开海外市场，加快

VGRASS品牌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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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元先品牌打造成为具备中国文化元素的国际奢侈品牌 

将中国云锦文化与现代时尚和艺术相结合，持续探索和推动云锦产品创新，未来将元先

品牌打造成具备中国文化元素的国际奢侈品牌。  

公司充分认识到南京云锦的四大特点：约 1600 年悠久的历史、皇室御用、精湛的手工

工艺以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并将充分利用南京云锦的四大特点，结合公司时尚

产业的优势资源，深挖南京云锦的现代利用。元先品牌产品线立足于文物复制、艺术品、高

端定制礼服和中式嫁衣产品线。未来将南京云锦打造成具备中国文化元素的国际奢侈品牌。 

3. 树立 TEENIE WEENIE品牌各产品线全新市场定位 

通过顾客调研、竞品调查及对品牌内部运营数据的分析， TEENIE WEENIE 将“提升市

场定位”作为战略目标，从产品设计、渠道质量及店铺形象等各方面全面进行升级。女装、

男装及童装产品线树立全新的市场定位，构建各渠道的最佳成长体系。目标在 3年后，成为

具有差别化、引导“高品质生活方式”的领先品牌。同时，二胎政策开放以后，童装市场急

速增长，TEENIE WEENIE利用小熊卡通形象在消费者心智中的影响力优势和差别化的产品应

对市场，不断加强童装产品线，抢占童装市场。 

（三）经营目标 

1、 明确各品牌产品线的品牌 DNA及市场定位，差异化品牌管理覆盖多个顾客群体 

集团各品牌将持续通过顾客调研、竞品调查及对品牌内部运营数据的分析树立各自明

确、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区分不同顾客群体。 

2、 持续提高店铺运营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渠道质量与店铺形象，拓展高收益新渠道 

VGRASS店铺数量 2019 年计划保持相对稳定并有所提升，在将来持续进行战略、重要城

市合理布局，拓展奥特莱斯渠道。进行互联网专题项目，开发适合 VGRASS 品牌定位的线上

模式、电商渠道，在“互联网+”的趋势下，坚持品牌高档化定位为前提，在电商渠道找到

高收益的营销模式。 

TEENIE WEENIE 品牌 2019 年计划新开店铺约 200 家，并持续进行卖场革新。首先，针

对成长空间大、有高收益潜质的机会卖场，改善店铺灯光、道具等环境，其次，针对销售占

比靠前的重要卖场，定期邀请 VIP顾客进行市场调研；最后，进驻成长可能性高的地区的商

场；对于高收益的新渠道，如电商、购物中心、奥特莱斯都有开店计划、渠道多变化，通过

O2O统合线上线下。 

3、 持续进行人才强化、提高人效，推行管理标准化 

对内部人才进行持续不断地优化才能适应集团化的管理模式。公司持续搭建系统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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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体系，着力打造核心人才供应链，建设知识管理系统，营造学习型组织文化。公司持续

推行“影响者模型”及“中高层领导力评价标准”，打造从管理培训生、基层员工到中高层

员工的培养体系，为公司引入和培养一大批“精兵强将”。公司不断强化终端人员的服务能

力，匹配公司产品与“尊贵服务”的战略。以销售区域为单位，提炼搭建终端管理体系，管

理体系标准化提高终端人效。将管培生项目作为公司战略项目，引入优秀的毕业生进行培

养，提高终端管理水平及人员素质。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