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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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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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574,108,087.43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为人民币 376,490,557.52 元，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 376,490,557.52 元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7,649,055.75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母公

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52,412,160.93 元。现公司拟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0,1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401,00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151,412,160.93 元转入以后年度分配。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和送红股。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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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素时尚 60358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江瀛 张黎俐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28弄1-2号

旭辉世纪广场8号楼 

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28弄1-2号

旭辉世纪广场8号楼 

电话 021-31085111 021-31085111 

电子信箱 info@dazzle-fashion.com info@dazzle-fashio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品牌概述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创立于中国上海，是一家多品牌运作的时尚集团。自成立

以来，公司围绕中高端品牌定位，分别创立 “DAZZLE”、“DIAMOND DAZZLE”、“d’zzit”

和”RAZZLE”四个知名服装品牌，形成对时装领域多维度、深层次的渗透。 

公司通过强大的设计研发、丰富的产品组合、敏捷的供应链管理、策略性的营销网络布局、

精准的品牌定位、全方位的品牌推广及优质客户群的培育积累，在中国时尚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

品牌形象。 

DAZZLE，至情至性，热爱生活。在独特的设计和细腻的质感间寻求平衡，为当代新女性

提供丰富的着装选择。 

DIAMOND DAZZLE，从艺术中汲取灵感，结合精致手工与优良材质，带来比肩高级定制

的年轻时装产品。 

d'zzit，古灵精怪，创造出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衣柜，鼓励女孩们进行自由有趣的混搭。 

RAZZLE，从容而积极，睿智而有趣，在潮流与经典之间平衡有度，以精良剪裁和匠心品

质，满足当代男性不同场合的着装需求。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设计研发模式 

公司按照最新的时装潮流分析、市场状况、销售数据以及消费者反馈设计及开发新产品。管

理层每季开始前举行会议，分析经销商以及会员在零售网点提供的信息，讨论世界最新时装潮流、

客户喜好及需求变化，以决定下一季将推出的产品系列、产品设计数目、价格区间、上市波段等

要素。公司注重产品面料的质量，尝试使用多种天然原料及多种新科技面料、材质。公司每年在

新面料研发上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相关试验，以保持各个品牌的鲜明个性。除此之外，公司还与部

分优质供货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合作开发产品所用的新型面料和设计图样，并享有该

新型面料和设计图样的独家使用权。 

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类别主要包括面料、辅料和成衣，商品部根据每季经销商订货情况及直营店铺的

销售预测为基础制定销售计划。生产部（主要负责外协订单的跟单工作）根据销售计划、面辅料

和成衣交货周期制定相应的生产计划，并下达相应的采购指令。生产部专员根据下达的采购指令，



确认采购的品种、数量和交货时间后，在综合考虑成本、交期、供应商特点后选择最具竞争力的

供应商签订该次采购协议。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下的品控部制定了严格的采购流程控制、过程中

跟踪和质量验收标准，有效保证了原材料和成衣的质量。 

3、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部分委托加工和完全委托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公司的产品多数以外协生产方式

进行，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并将主要精力专注于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公司的外协

生产方式包括部分委托加工模式和完全委托加工两种模式。根据不同模式的特点，公司综合考量

产品品类、款式特点、交货时间、面辅料工艺、供应商能力等各方面因素，选择最合适的生产模

式组织生产。 

公司两种生产模式的具体情况如下： 

（1）部分委托加工模式在部分委托加工模式下，公司与供应商签署《部分委托生产协议》，

公司负责从产品设计研发到面辅料开发和采购的环节，供应商负责根据公司要求完成指定产品的

加工生产。公司向供应商提供款式图或参照样、面里料及辅料，指导监督其按要求完成加工，支

付其委托加工费，公司验收合格入库后对外销售。目前公司自有品牌均有部分产品通过部分委托

加工模式生产。 

（2）完全委托加工模式在完全委托加工模式下，公司与完全委托加工商签署《完全委托生产

协议》，公司负责从产品设计研发到面辅料开发的环节，向完全委托加工商提供自主设计的服装样

板、样衣和工艺要求，完全委托加工商根据公司的指示采购特定的面里料及辅料，按照公司的要

求组织生产，公司在成衣验收合格入库后对外销售。一般来说，完全委托加工模式更适合面辅料

损耗较高或者需要相对专业的生产工序产品，例如配饰、牛仔、皮衣、皮草等。目前公司的自有

品牌均有较大比例的产品通过完全委托加工模式生产。 

4、销售模式 

公司目前主要采用直营、经销和电商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其中：直营模式下，公司目前主要

通过百货商场店、购物中心店等渠道以零售方式向顾客销售产品。经销模式下，公司与经销商签

订合同，由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再由其通过销售终端以零售方式向顾客销售公司的产品。

除以直营和经销为主的销售模式外，公司还在天猫等电商平台上销售。公司营销中心下的直营零

售管理部负责直营销售网络的管理，特许经销部负责经销商的管理。公司这种直营和经销并举的

销售网络是公司业务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凭借公司强大的零售网络，公司能够在全国主要城市

和地区接触广大的顾客群，确保产品的销售效率 



（三）行业情况说明 

服装行业主要分为服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品牌推广、终端销售等环节，公司涉及其中的

设计研发、品牌推广以及终端销售环节，主要通过直营或者经销的品牌专卖店向最终消费者销售

公司设计研发的中高端品牌女装。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

订），本公司属于“C 制造业”大类下的“C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发展，就人均 GDP 而言，2018 年中国人均 GDP 为人

民币 64,644 元，名义增长 9.2%；以美元计价，人均 GDP 为 9,769 美元。按照发达国家的发展经

验，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 GDP 达到 3,000 至 10,000 美元时，证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具

备相当实力，进入了活跃的加速发展阶段，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其中消费结构中对生

活必需品（如食品、住宿）的支出占比逐步降低，消费升级趋势显著。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安全

性、舒适性、时尚以及品牌的关注度更高，中高端产品市场较快发展。 

根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稳定的未来增长趋势，预计到服装行业也

将在未来的中国市场中享有稳定的上升空间。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18 年拉动 GDP

增长 5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76%。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8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

民币 380,986.9 亿元，同比增长 9%，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人民币 136,074.9 亿

元，同比增长 5.7%；细分项下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人民币 13,706.5 亿元，同比增长 8%。中

国同时拥有约 14 亿人口和 4 亿中等收入人群，城镇化进程迅猛且距离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空间，经

济发展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下将释放更大的活力，消费市场前景也将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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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568,756,413.06 1,759,560,737.43 102.82 1,324,959,851.31 

营业收入 2,100,454,621.58 1,945,908,434.72 7.94 1,815,501,35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74,108,087.43 480,063,705.49 19.59 522,338,76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0,729,401.22 496,225,043.65 -5.14 491,135,79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86,416,565.03 1,331,543,630.01 131.79 851,352,465.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84,652,143.96 561,343,709.11 4.15 482,702,069.17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5 1.41 9.93 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55 1.41 9.93 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5.23 43.98 减少18.75个百分点 55.2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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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977,415.32 456,860,890.67 499,846,027.83 629,770,28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7,172,886.99 188,391,134.85 114,131,042.77 124,413,02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42,696,099.40 100,223,098.11 113,732,823.09 114,077,380.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2,698,071.53 39,117,484.43 170,403,749.40 232,432,8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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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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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瑞敏 
  

215,984,971 53.86 215,984,971 无  
境内自

然人 

马艺芯 
  

40,013,580 9.98 40,013,58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海云锋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34,000,000 8.48 34,000,00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马丽敏 
  

27,200,000 6.78 27,2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海亿马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90,288 4.51 18,090,288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马姝敏 
  

4,711,161 1.17 4,711,161 无  
境内自

然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二零六组合 

  
558,900 0.14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华中小盘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23,500 0.13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道

琼斯 88 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 

  

516,300 0.13   未知  

其他 

黄金梁   478,972 0.12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马瑞敏和马艺芯为母女关系；马瑞敏和马丽敏、

马姝敏为姐妹关系。马姝敏和上海亿马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江瀛

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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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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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实现营业收入 210,045.4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410.8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9.59%，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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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8]15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修

订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 

2019 年 4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会计政策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准则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

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i.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ii. “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iii. “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iv. “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v.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vi. “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vii. “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viii. 新增“研发费用”项目； 

ix. 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x.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简化为“权益法下

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xi.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3）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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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瑞域服饰有限公司 100% 

2 上海宝殿商贸有限公司 100% 

3 上海瑞普服饰有限公司 100% 

4 昆山地素时尚时装有限公司 100% 

5 地素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00% 

6 地素国际一人有限公司 100% 

7 上海地致时装有限公司 70% 

8 DAZZLE FASHION 株式会社 100%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

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