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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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段学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虎治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虎治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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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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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8,016 8,011,523 -3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9,270 1,240,434 -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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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94 1,410,392 -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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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402 5,757,007 -6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3,331 -824,66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3,086 -912,5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17 -27.01 减少 65.1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4 -1.5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4 -1.5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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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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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835 15,649 

包括已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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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10,418  

债务重组损益 -3,806 3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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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21 -9,272  

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损失  -964  

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  283,224  

处置联营公司产生的投资损失  -2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0 -290  

所得税影响额 -2,309 -4,860  

合计 7,428 31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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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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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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加兴 141,874,425 25.91 141,874,425 冻结 141,874,425 境内自然人 

上海合夏投资有限公司 45,204,390 8.25 45,204,390 冻结 45,204,39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637,426 2.49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德福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7,345,200 1.34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林 5,767,926 1.0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573,200 0.65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刘勇 2,177,300 0.4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白登芳 2,136,200 0.3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建亮 1,870,00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志敏 1,847,10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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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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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637,426 人民币普通股 13,637,426 

深圳德福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7,345,200 人民币普通股 7,345,200 

陈林 5,767,926 人民币普通股 5,767,926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57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3,200 

刘勇 2,17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7,300 

白登芳 2,13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6,200 

陈建亮 1,8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0,000 

吴志敏 1,84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7,100 

袁东红 1,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0,000 

郭学东 1,60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1,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邢加兴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上海合夏投资有限公司为邢加兴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邢加兴先生直接持有和通过上海合夏间接控制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

187,078,815 股，占公司总股本（公司总股本为 547,671,642 股，其中 A 股 332,881,842 股，H 股

214,789,800 股）的 34.16%。 

（2）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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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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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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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合并资产负债表科目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281,721 587,123 -52.02% 
主要系销售同比下降及加大催收商

场回款所致 

存货 721,167 1,728,645 -58.28% 
主要系本期加大清库存力度及因资

金原因减少当季品的采买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844 224,559 -93.39%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保证金、待认

证进项税和预付所得税减少所致 

长期应收款 92,280 189,020 -51.18% 主要系本期长账龄保证金减少所致 

使用权资产 263,353 1,609,398 -83.64% 主要系本期关闭线下经营网点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27,950 274,241 -53.34% 
主要系本期关闭亏损低效门店，一

次性确认摊销费用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543,544 335,914 61.81% 主要系本期经营亏损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 255,476 -100.00% 主要系本期商票到期结算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 2,489 -100.00% 主要系本期预收租金减少所致 

合同负债 3,352 52,268 -93.59% 
主要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及减少加盟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5,769 190,991 -44.62% 
主要系本期员工数量减少及加强控

制人工成本费用所致 

应交税费 78,991 227,208 -65.23% 
主要系本期销售同比下降致增值税

下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66,900 799,667 -41.61% 

主要系一年以内的租赁负债减少所

致 

租赁负债 245,616 1,300,452 -81.11% 主要系本期关闭线下经营网点所致 

预计负债 197 35,299 -99.44% 
主要系本期Naf Naf SAS脱表及预

计退货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915 37,517 -94.90% 主要系本期Naf Naf SAS脱表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3,249 26,972 -50.88% 
主要系本期关闭线下经营网点，一

次性确认递延摊销所致 

库存股 20,010 10,165 96.85% 主要系本期回购股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7,952 -39,958 不适用 
主要由于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影

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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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2,198,034 -1,414,70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经营亏损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49,507 -114,23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杰克沃克、Naf Naf 

SAS、品呈脱表所致 

 

3.1.2 合并利润表科目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1-9 月） 

上期同期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741,402 5,757,007 -69.75% 
主要系报告期内疫情影响及公司实

施收缩策略等因素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875,560 2,362,742 -62.94% 
主要系本期公司销售收入下降，导致

相应成本结转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279,136 3,934,743 -67.49% 
主要系本期公司零售网点减少，有关

固定成本费用支出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238,898 380,405 -37.2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费用管控，

对管理人员数量和用工成本都进行

缩减和控制所致 

其他收益 10,418 108,519 -90.4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

少所致 

投资收益 311,421 70,409 342.30% 
主要系本期Naf Naf SAS和杰克沃克

脱表产生投资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58,681 -23,052 1,455.96% 

主要系本期因Naf Naf SAS和杰克沃

克脱表，对其进一步计提借款和应收

款的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39,381 -204,205 -31.74% 主要系本期加大消化库存力度所致 

 

3.1.3合并现金流量表科目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1-9 月） 

上期同期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1,194 1,410,392 -79.35%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下降导致回款

相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9,678 -603,47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资本性支出减少及无新

增投资项目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6,879 -1,103,66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金额下降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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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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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事项 

为更加切实有效地实现品牌价值及品牌形象管理，结合公司依托新零售变革及开展品牌线上

授权业务需求，支持公司旗下品牌线上授权业务的开展，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名称由“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依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根据现阶段业

务需求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0日披露的《拉夏贝尔关于拟变更公司

名称、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118）。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

述变更尚未完成变更登记/备案。 

（二）关于调整线上业务运营模式事项 

为推动公司品牌业务结构优化调整，激发线上业务渠道的变革动力，经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

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线上业务由“企划设计-自主采购-平台运营-

线上销售”的传统模式调整为“品牌授权+运营服务”的新模式。在新模式下，公司线上业务采取“轻

资产”的业务运营模式，将旗下品牌系列商标分别授权给供应商、经销商及代理运营商等，并将线

上业务的运营管理交由专业的品牌运营公司代为运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9月2日及

2020年9月30日披露的《拉夏贝尔关于调整线上业务运营模式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114）

及《拉夏贝尔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28）。 

（三）关于出售太仓夏微仓储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出售资产事项 

为集中资源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拉夏贝尔

服饰（太仓）有限公司拟以约7.25亿元人民币的交易对价出售其所持有的太仓夏微仓储有限公司（下

称 “标的公司”）100%股权。根据交易安排，本次交易需先将相关物业资产过户至标的公司名下；

因物业资产及标的公司股权已为公司5.5亿元委托贷款提供抵押、质押担保，存在增资过户及股权

交割的权利限制。公司正积极与委托贷款债权人协商解决方案，以解除物业资产及标的公司的抵

押、质押手续，尽快办理增资过户并达成本次交易的交割先决条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

年6月20日、2020年6月29日、2020年10月9日、2020年10月27日披露的《拉夏贝尔关于出售太仓夏

微仓储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78）、《拉夏贝尔关于出售

太仓夏微仓储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出售资产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80）、《拉夏贝

尔关于出售太仓夏微仓储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129）

及《拉夏贝尔关于出售太仓夏微仓储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32）。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于2020年11月20日召开的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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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 

公司于2020年9月26日披露了《拉夏贝尔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23），内容关于海通国际咨询有限公司诉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微乐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夏微服饰有限公司、上海拉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偿付借款本金3,740万欧元，借款利息和逾期

利息合计约360万欧元，律师费及诉讼费等。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

将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处理，争取尽快妥善解决本次诉讼事项。 

（五）关于A股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公司于2020年9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使用A股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万元A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期限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日披露

的《拉夏贝尔关于延长使用A股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113）。 

（六）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控股东、实际控制人邢加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合夏投资有限

公司合计持有的187,078,815股公司股份已全部被轮候冻结。若后续上述股份出现被强制过户或平

仓的风险，可能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0年7月13日、2020年7月17日、2020年8月18日及2020年9月25日披露的《拉夏贝尔关于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95）、《拉夏贝

尔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96）、《拉夏贝

尔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104）及《拉夏贝尔关于实际控

制人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122）。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A股股

份方案暨稳定股价措施的议案》（以下简称“回购方案”），并经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的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9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

根据调整后的回购方案，公司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5,000万元；回购价格区间为不超过人民币

13.50元/股；增加“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出售”之回购用途；回购期限为2019年3月22

日至2020年3月21日。2020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A股股份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方案实施期限延至2020年9月21日，延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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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的A股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该次延期经公司于2020年5月8日召开的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 

截至2020年9月21日，公司实际回购金额为2,000.99万元，未达到整体回购方案金额下限，主

要由于2020年上半年公司国内和海外业务均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冲击，损失较大且损失

在短期内尚未能得到弥补，回购实施期限内资金压力较大；同时，由于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且经营

亏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支出和偿还到期债务压力增大；此外，鉴于公司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

段，基于考虑公司可持续运营以及公司和全体股东长远利益，公司将有限资金优先用于支付员工

工资、供应商货款等与维持日常经营稳定相关的事项，因而导致公司实际回购金额与回购方案计

划出现偏差。 

由于公司面临的自身经营情况、行业发展状况及市场环境较制定回购方案暨股价维稳措施时

已发生较大变化，在流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公司认为应当将有限资金优先用于支付员工工资、

供应商货款等与维持日常经营稳定相关的事项，提高公司应对特殊时期困难的能力，稳定经营状

况，以推动公司调整转型的顺利实施；继续推进股份回购事宜已不再符合公司现阶段发展战略，

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终止实施回购A股股份事宜。本次终止回购事项已经

公司于2020年10月21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对本次未能全额完成回购计划深表歉意。根据公司现阶段经营情况及资金状况，预计公

司短期内不会再实施新的回购计划。公司将集中资源推进公司各项业务调整转型措施落地，进一

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根本利益。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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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段学锋 

日期 2020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