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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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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 2021年 4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公司拟以 24,000 万股总股本扣

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股分配现金股利 1.2

元（含税）。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日播时尚 60319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云菊 张加代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茸阳路98号 上海市松江区茸阳路98号 

电话 021-57783232-8726 021-57783232-8726 

电子信箱 zhengzheng@ribo.com.cn zhengzheng@ribo.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日播时尚主营业务为精品服装的设计创意、材料及工艺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客户服务，专

注于中高端时尚女装领域。我们期望为客户提供真正满足其内心渴望的服饰产品与服务，打造时

尚的生活方式。 

“播 broadcast”品牌创立于 1999 年，坚持生态发展为核心理念，是中国原创性都市女装品



牌的引领者。都市中成长型女性的处世价值是品牌美学始终的焦点，率真、从容而不失时代性的

女性形象是品牌一贯的心中缪斯；其所折射出的自在，是心灵觉知下的本然；这份睿知与自在，

既是“播 broadcast”当下的精神坐标，也是下一段旅程的起点。 

 

 
播 broadcast 时尚大片 

 

“broadcute”为公司旗下童装品牌，创立于 2018 年，品牌面向 3-8 岁儿童。“broadcute”将当

代和时尚相融合，在色彩、印花和款式中表现设计的层次感，使用舒适、高品质的材料和廓形，

获得父母和孩子们的青睐。品牌将社会责任作为核心价值，鼓励孩子们释放与生俱来的想象力，

尽情地去探索、创作和学习。 



 

broadcute 童装时尚大片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数据智能为驱动的“全渠道、轻资产”精益运维模式，全力打造以“用户价值体验

为核心”的营销链、商品链、服务链、社群链，为用户精准地提供高品质的商品、贴心服务和便

捷的购物体验。 

1、全网精准营销模式 

公司实行以内容、传播策划为核心的全网精准营销模式。原创与品牌文化、产品定位、时尚

穿搭等相关的高质量图文、短视频内容，同时也邀请明星友人、KOL、KOC、核心客户等加入内容

创作联盟，快速构建品宣和营销矩阵，通过大数据分析、新媒体手段全方位精准地触达目标消费

者，用稳定且有价值的内容促成交易，增强品牌与用户的亲密度。  

2、多元化设计研发模式 

公司一直以“设计创新”为根本驱动力，挖掘美的内在哲学，不断丰富美学价值观。公司产

品设计由各品牌设计研发部具体负责，始终坚持独立原创设计原则。公司设计研发团队经验丰富、

创新力强、素质高，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贴近服装市场，能够将流行趋势有效地与公司品牌风

格相结合，保证公司产品的时尚性、丰富性和连续性。同时，公司与国内外优秀的设计师联名及

知名艺术家、IP 等跨界合作，进一步强化丰富产品矩阵，提升设计研发竞争力。公司设计研发的

主要工作流程如下： 



 

 

 3、按需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战略性采购、大宗采购、现货采购相结合”的按需采购模式。采购类别主要包括

面辅料、成衣产品及配饰，由各品牌的采购部门负责。公司商品部结合销售目标、订货会订单、

全渠道大数据、当前销售市场反馈信息等，预测并制定具体采购计划，由采购部门执行。公司采

购部门通过持续的市场调研，选择、评审、考核供应商，建立完善的原材料及成衣供应商档案体

系，并以严格的第三方检测及自我检验的方式，确保所采购面辅料及成衣的品质符合生产经营需

求。 

4、精益生产模式 

公司目前生产采用“自制生产与外协生产相结合”的精益生产模式。自制生产主要通过上海

松江和江西于都 2 个智能制造基地，创新性的采用“工单生产模式”快速响应各种订单，能够满足

当下服装个性化、小批量、多批次、短交期的柔性供应需求，从订单下达到交付成衣，最快可七

天完成。外协生产模式包括定制生产和委托加工两种，公司与近百家优质成衣及面辅料供应商常

年保持紧密合作。 

5、全渠道销售和服务模式 

公司全渠道营销网络以“消费者价值体验”为核心，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将线下和线上购

物场景全面融合，线下以直营、联销、经销为实体渠道，线上以天猫、抖音、唯品会等第三方电

商旗舰店、短视频平台，结合公司自主开发的移动数字客服店、微直播店铺等为电子商务渠道，

通过全渠道的销售模式提供商品与服务。同时，公司也在打造“店+群”服务体系，积极组织线下

活动、分享有价值的内容，建立消费者情感链接，构建有温度、高链接、高互动的长期关系，培

养更高的品牌忠诚度。 

 



（三）行业情况说明 

1、2020 年服装消费先抑后扬，疫情影响逐渐修复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服装作为

高频可选消费品，市场规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我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20 万亿元，同比下降 3.9%。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服装类商品零售额累计 8,824

亿元，同比下降 8.1%。回顾全年，服装消费先抑后扬，2020 年一季度受到疫情影响，居民减少外

出、店铺短暂歇业，服装零售额同比显著下滑，二季度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终端零售快速恢

复，8 月服装零售额恢复正增长，四季度众多节假日的补偿性消费叠加冷冬天气影响，服装零售

增速进一步回升，疫情影响逐渐修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亿元） 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额及增速（亿

元） 

 
 

资料来源：Choice 资料来源：Choice 

 

2、服装行业进入全场景消费时代 

疫情影响服装行业发展节奏，但不会改变发展趋势，反而进一步加快了商业模式变革的步伐。

2020 年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情况下，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实现 9.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其中穿类商品同比增长 5.8%，高增速推动网上消费占比大幅提升社零总额的 24.9%。当前，

服装消费已进入全场景化时代，消费者对线上零售渠道的接受程度大幅提升，“宅经济”的兴起，

推动电商、短视频等直播平台成为热点渠道。同时，服装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线下线上融

合、商家自播、小程序等新型消费模式创新也在如火如荼开展。 

3、服装消费趋势创造细分市场发展机遇 

服装行业进入买方市场，信息传递愈发透明，消费者更加成熟、精明，对服装产品的要求也

在逐步提升。根据中国服装行业发展报告，消费者对服装产品的消费行为将呈现几大趋势：健康

生活相关的运动服饰等品类景气度持续较高；高性价比趋势不断加强；国潮崛起，品牌调性更为

鲜明、差异化竞争；线上线下加速融合，直播电商成为风口。这些消费趋势的显著变化，预示着

服装企业在要在品类、产品定位、设计和渠道等方面不断发力，才能牢牢抓住细分市场的发展机

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092,262,187.75 1,138,560,851.04 -4.07 1,280,920,778.29 

营业收入 822,541,540.04 1,114,387,789.04 -26.19 1,132,130,638.54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816,401,888.01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522,069.76 8,813,123.32   38,364,274.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641,447.09 -2,185,612.37 1,301.96 23,578,785.6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25,911,928.83 922,525,741.06 -10.47 944,715,840.6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359,641.54 115,485,978.65 -30.42 -24,796,854.5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980 0.0367   0.159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80 0.0367   0.159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44 0.94   4.0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2,170,773.86 149,107,250.15 226,317,291.87 284,946,22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459,510.82 -81,128,163.48 22,690,783.57 27,374,82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6,977,955.39 -80,283,323.86 19,385,294.83 47,234,53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427,546.21 -2,886,708.63 22,073,227.34 45,745,576.6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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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7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6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日播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126,515,000 52.71 0 质押 82,7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王卫东   29,070,000 12.1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曲江亭   15,930,000 6.64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林亮   1,400,000 0.5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

公司 

  1,000,000 0.42 0 无   境外

法人 

赵红武   998,700 0.42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赵荣   996,200 0.42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俊   860,000 0.36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袁喜保   643,900 0.27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辉   640,000 0.27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卫东与曲江亭为夫妻关系；王卫东、曲江亭、林亮均为上海

日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兼董事。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应对疫情，实体门店经济形势严竣，重视稳练内功，优化精益供应，调整组织

架构，以实现降本增效，但由于上半年实体门店受疫情影响，以及广州腾羿破产清算影响，全年

营业收入 8.23 亿元，同比下降 26.1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52.21 万元，同比减

少 5,633.52 万元。 

1、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营业收入下降 26.19%，主要是线下门店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严重，以及控

股子公司广州腾羿破产清算影响。 

2、费用 

管理费用下降 12.41%，销售费用下降 32.16%。公司逆势加大品牌推广力度，持续传播品牌

核心文化，推进 IP 营销升级，在疫情期使用多样化的营销渠道，包括微博、微信、天猫、小红书、

抖音等全渠道主流平台，以及数字店、直播店、社群私域等，报告期内，营销推广支出同比增长

13.67%。 

3、净利润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明显减少，一方面是疫情影响，线下销售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受

控股子公司广州腾羿破产清算的影响，增加亏损 6,538.38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前述准则，并根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第三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 

详见第十一节第五条第 44 点

第（3）小点首次执行新收入

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报表期末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合并范围各级子公司共 15 户，具体披露内容详见第

十一节第九条。 

2、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新增 3 户二级子公司，注销关闭 2 户三级子公司，破产

清算 1 户二级子公司、1 户三级子公司，具体披露内容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第八条第 5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