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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2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2021-027 

债券代码：128113                    债券简称：比音转债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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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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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谌海花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 608 号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 6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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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服饰研发设计、品牌运营、营销网络建设及供应链管理为主要业务，坚持高端时尚运动服饰品牌定位，深耕主业，

以“人生就应该自信”为品牌slogan，以“高品质、高品位、高科技和创新精神”的“三高一新”为品牌设计理念，实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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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发展战略，目前旗下拥有比音勒芬（ ）品牌和 （威尼斯狂欢节）品牌。 

1. 比音勒芬品牌 

比音勒芬（ ）品牌定位于高尔夫运动与时尚休闲生活相结合的细分市场，通过持续产品创新、品牌力提升、

开店加速等方式驱动业绩高增长。比音勒芬（ ）品牌目前拥有高尔夫系列、生活系列和时尚系列，公司产品具备

生活、时尚、运动兼容特性，满足精英阶层多场景的着装需求和精致时尚的消费品位。 

（1）高尔夫系列 

高尔夫系列采用国际领先的功能性面料，结合高尔夫运动特性进行产品设计，注重功能性和舒适度。目标人群为热衷于

高尔夫运动，注重运动礼仪与着装运用功能性的消费者。 

（2）生活系列 

生活系列采用国际知名面料和辅料，采用极致工艺，利用出彩的设计，确保产品的高品质和高品位；目标人群为热衷于

休闲舒适、低调奢华的穿着品类，关注自身形象和影响力的消费者。 

(3）时尚系列 

时尚系列综合国际最潮流的元素，采用优质面料，极致裁剪，确保产品的时尚度和品质感；目标人群为热衷于年轻个性、

时尚轻奢的着装风格，关注自身形象和着装魅力的消费者。 

2.威尼斯狂欢节品牌 

（威尼斯狂欢节）品牌定位于度假旅游服饰蓝海市场，着力打造亲子装、情侣装以及家庭装等产品，通

过深化细分品类满足高品质旅行生活的中产消费人群多场景着装需求，旨在成为度假旅游服饰的第一联想品牌。度假旅游服

饰市场空间更为广阔，新品牌旨在成为公司业务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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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937,598,467.67 1,825,516,844.69 6.14% 1,475,747,14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406,474.85 406,606,998.01 17.90% 292,257,41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3,864,737.25 388,974,096.92 14.11% 272,324,256.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6,849,599.20 333,469,113.65 90.98% 170,813,835.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 0.78 16.67% 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0 0.78 15.38% 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9% 22.86% -0.07% 19.1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635,040,621.65 2,524,364,584.28 44.00% 2,119,438,00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39,838,377.76 1,957,377,185.61 19.54% 1,628,237,8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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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6,386,392.16 399,990,232.46 610,306,613.33 560,915,22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063,358.24 64,213,958.60 187,374,642.17 130,754,51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255,453.04 57,826,042.89 180,435,033.20 116,348,208.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701,995.69 69,257,211.21 205,726,276.71 253,164,1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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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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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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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72,000 162,128,999   

谢挺 境内自然人 5.22% 27,353,382    

冯玲玲 境内自然人 3.75% 19,652,000    

申金冬 境内自然人 3.75% 19,652,000 14,739,000   

谢炳銮 境内自然人 2.88% 15,081,734    

李惠强 境内自然人 2.88% 15,081,623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稳健回

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91% 1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三组合 
其他 1.89% 9,907,988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优企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2% 8,500,674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线上经

济主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54% 8,054,6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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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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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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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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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9.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14%；实现营业利润5.5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30%；实现

利润总额5.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90%；基本每

股收益0.9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67%；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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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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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650,374.01 611,242,200.03 70.69% 14.21% 16.48%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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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装类 447,497,945.23 318,666,425.66 71.21% 25.22% 33.11% 4.22% 

外套类 477,982,712.15 319,294,562.88 66.80% -13.93% -12.93% 0.76% 

其他类 147,442,275.90 89,969,344.55 61.02% -5.32% -15.43%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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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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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规定，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

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溯前期可

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收入准

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 

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

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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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合并范围内新增一家子公司，2020年10月16日投资设立徐州比音勒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秉政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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