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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建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东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钱亚萍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复苏，消费需求逐步回暖，公司的经营质量持续向好。报告期公司重点

业务进展情况如下： 

1、主品牌积极求变，第三季度终端零售实现正增长 

公司主品牌海澜之家克服疫情影响，积极求变，不断推出消费者喜闻乐见的 IP 联名款和极具

功能性的产品，加码线上营销，推出线下会员系统，进一步夯实品牌龙头地位，第三季度终端零

售增长由负转正，已走出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2、孵化品牌持续发力，总体销售表现优异 

报告期，公司其他零售品牌的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57.33%。其中，生活家居品牌海澜优选积

极拓展高品质、高流量产品，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不断提升品牌张力，前三季度累计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70.38%，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0.56%；女装品牌 OVV 凭借其优质的面料、

考究的工艺、简约的设计风格，赢得了现代都市女性的青睐，并伴随着《三十而已》的热播，品

牌爆红出圈，前三季度累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0.11%，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2.84%。 

3、线上销售大幅增长，营收占比增至双位数 

报告期，公司加速推进数字化、多样化的新零售渠道布局，联合线上各业务平台持续发力，

获得了线上销售的持续高增长。公司前三季度线上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4%；分季度看，公司第

一季度、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线上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幅度分别为 16.70%、40.22%和 111.27%。

公司线上营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从上年同期的 5.93%提高到 11.59%，首次突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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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公司将继续开发高品质、功能性的硬核产品，提升品牌客户粘性，积极打造全网新零

售，促进多渠道流量转化，通过不断提升经营的数字化程度，蓄力持续发展新动能，构筑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6,426,229,464.92 28,915,724,316.14 -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46,375,370.76 13,601,703,652.52 -2.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65,377.33 201,220,260.39 -92.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778,216,971.96 14,689,065,446.60 -1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0,212,712.96 2,616,402,497.00 -5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0,630,792.85 2,417,621,597.57 -4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7 19.85 减少 10.2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59 -50.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57 -49.12 

2020 年 8 月 11 日，公司注销第二期回购股份 100,430,228 股，截至报告期末，海澜转债累计

转股 54,895 股，公司的总股本为 4,319,589,640 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计算每股收益等相关指标时，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以扣减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后的股本数为准。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0,143.95 -4,120,425.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470,176.52 20,072,659.1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80,648.30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1,832,715.72 20,298,655.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339,528.40 5,253,4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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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1,082.36 -1,546,310.87 

所得税影响额 -7,190,641.11 -10,376,076.98 

合计 21,140,192.82 29,581,920.1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8,61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1,765,971,703 40.88 0 质押 95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荣基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1,107,604,228 25.64 0 无 0 境外法人 

深圳市腾讯普和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8,549,618 5.52 0 无 0 未知 

江阴恒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62,307,692 3.7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星集团有限公司 126,240,000 2.92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3,823,740 2.64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05,736,622 2.45 0 无 0 未知 

江阴市晟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4,408,133 1.4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017,995 0.79 0 无 0 未知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9,271,298 0.68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1,765,971,703 人民币普通股 1,765,971,703 

荣基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1,107,604,228 人民币普通股 1,107,604,228 

深圳市腾讯普和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8,549,618 人民币普通股 238,549,618 

江阴恒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62,307,692 人民币普通股 162,307,692 

国星集团有限公司 126,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4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3,823,740 人民币普通股 113,823,74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05,736,622 人民币普通股 105,736,622 

江阴市晟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4,408,133 人民币普通股 64,408,13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017,995 人民币普通股 34,017,995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9,271,298 人民币普通股 29,271,298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与荣基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海澜之家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下属子公司的部分管理人员；除上

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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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主要经营数据 

（1）报告期实体门店情况 

                                                                          单位：家 

品牌 门店类型 
期初 

数量 

期末 

数量 

新开 

门店数 

关闭 

门店数 

门店 

净增数 

海澜之家 

系列 

直营店 357 432 104 29 75 

加盟店及联营店 5241 5104 138 275 -137 

其他 
直营店 302 311 46 37 9 

加盟店及联营店 1354 1408 278 224 54 

合计 - 7254 7255 566 565 1 

 

（2）报告期内各品牌盈利情况 

                                                                           单位：元 

品牌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

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比上

年同期增

减（%） 

海澜之家

系列 
9,054,679,462.14 5,487,142,973.27 39.40 -21.48 -16.31 -3.74 

圣凯诺 1,399,176,721.67 662,655,759.62 52.64 -7.83 -10.77 1.56 

其他 990,732,314.08 632,086,371.73 36.20 57.33 54.24 1.28 

 

（3）报告期直营店和加盟店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门店 

类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

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

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

减（%） 

毛利比上

年同期增

减（%） 

直营店 1,022,003,638.41 453,011,127.18 55.67 18.97 28.85 -3.40 

加盟店

及其他 
9,023,408,137.80 5,666,218,217.82 37.21 -24.81 -21.30 -2.80 

合计 10,045,411,776.21 6,119,229,345.00 39.08 -21.89 -18.96 -2.20 

注：上表的主营业务收入不包含“圣凯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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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元 

销售渠道 

2020 年三季度 2019 年三季度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

收入占比

（%）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

收入占比

（%） 

毛利率

（%） 

线上销售 1,325,878,120.90 11.59 44.59 852,430,257.75 5.93 50.21 

线下销售 10,118,710,376.98 88.41 40.24 13,525,496,223.86 94.07 41.82 

合计 11,444,588,497.88 100.00 40.74 14,377,926,481.60 100.00 42.31 

3.2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1,855,919.55 - - 
主要为本期购买证券投资基
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6,288,906.60 237,578,798.03 -38.43 
主要为本期待抵扣进项税减
少所致 

应付票据 1,263,630,000.00 1,820,410,000.00 -30.59 
主要为本期应付银行承兑汇
票到期兑付所致 

预收款项 - 815,993,108.87 -100.00 

主要为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导致预收款项重分类列示至
合同负债所致 

其他应付款 1,300,361,911.95 2,015,156,377.67 -35.47 
主要为本期代收加盟商款项
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41,887,761.82 261,026,006.47 30.98 
主要为本期一年内到期的加
盟保证金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226,990,593.11 371,640,684.77 -38.92 
主要为本期加盟保证金减少
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29,488,949.15 -3,239,848.01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利息收入减少及
可转债利息摊销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2,367,046.87 32,480,713.75 -31.14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3,404,372.70 199,577,763.62 -98.29 
主要为上期出售交易性金融
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号

填列） 

9,648,317.64 -72,476,580.35 不适用 
主要为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

列） 

-368,725,051.91 -180,389,991.93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865,377.33 201,220,260.39 -92.61 
主要为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73,055,041.62 180,229,370.51 -417.96 
主要为上期出售交易性金融
资产以及处置子公司股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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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75,287,859.62 -2,968,801,043.34 不适用 
主要为上期偿还银行借款及

本期支付股利减少所致 

 

3.3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2020年7月8日，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

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海澜转债转股价格由12.02元/股调整为11.75元/股。7月13日，

公司支付2019年7月13日至2020年7月12日期间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

债兑息金额为0.50元人民币（含税）。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共有674,000元“海澜转债”已转换成

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54,89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2%；

除已回售的可转债外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949,75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8.3251%，

占扣除已回售的可转债后发行的可转债数量的99.9772%。上述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情况 

2019年8月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份回购的相

关议案，公司将用不低于人民币6.9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0.36亿元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后的股份将予以注销。2019年8月13日，公司披露了《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第二期）的回购报告书》，并于9月3日实施了首次回购。截至2020年8月7日，

公司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实际回购股份100,430,228股，占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股本的

2.2722%。2020年8月11日，上述回购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予以注

销。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3.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建平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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