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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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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淑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玲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范启

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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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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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173,243,654.34 8,592,258,987.62 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57,714,374.10 5,727,637,318.88 2.2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3,442,034.31 3.32% 2,478,359,517.48 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567,943.84 -6.61% 198,021,284.02 -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278,342.98 63.68% 117,418,190.59 6.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242,508.81 -129.59% -154,720,939.36 1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9.09% 0.26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9.09% 0.26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 -0.15% 3.43% -0.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19,570.80 
处置固定资产损益及处置联

营公司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130,676.24 本期确认收益的政府补助金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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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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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00,903.92 
主要为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的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205,646.6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2,640.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150,014.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47,188.42  

合计 80,603,093.4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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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3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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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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9% 259,136,718  质押 131,250,000 

厦门市高鑫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4% 50,209,425  质押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2% 13,005,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2% 10,011,63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其他 1.13% 8,522,211    

周永伟 境内自然人 0.75% 5,673,000 4,254,75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4% 4,853,0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259,136,718 人民币普通股 259,136,718 

厦门市高鑫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0,209,425 人民币普通股 50,209,4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5,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011,632 人民币普通股 10,011,63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8,522,211 人民币普通股 8,52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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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8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3,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8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3,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8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3,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8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3,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8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3,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8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3,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8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3,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8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3,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8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3,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8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永伟为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氏家族成员之

一。除此以外，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高鑫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两名发起人股东之间，两名发起人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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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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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与上期增减变

动幅度（%） 
原因说明 

（或本报告期） （或上年同期） 

货币资金 2,365,825,878.03 1,422,176,134.45 66.3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存在定期存款形式的货币资金较多。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60,661,562.33 -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购买一年以内的理财产品从“其他流动资产”调整

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所致。 

应收票据 38,834,834.15 104,001,623.11 -62.6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应收款项以票据方式结算的金额较少。 

其他应收款 65,500,101.75 37,205,239.33 76.0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计提定期存款利息增加较多。 

其他流动资产 123,268,755.60 2,825,351,495.45 -95.6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购买一年以内的理财产品从“其他流动资产”调整

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450,365,804.76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列示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24,136,618.74 579,763,938.63 -9.5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转让安徽力行时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70,587,808.87 -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列示所致。 

在建工程 3,708,393.24 -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新增公司工业园厂房建设。 

开发支出 11,461,926.35 6,708,628.53 70.8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投入较多。 

其他非流动资产 5,506,670.15 804,470.20 584.5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新增装修工程预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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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1,249,342,500.00 554,500,000.00 125.3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并表范围内公司间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尚未到期的票据贴现款项较期初

增加。 

应付票据 429,749,566.66 710,667,415.81 -39.53 主要原因是2019秋冬季预付款用于票据结算的金额较少，故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 

预计负债 30,193,402.39 61,983,973.89 -51.2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公司对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产品销售预估的负债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351,547.01 7,838,420.85 121.3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计提的公允价值变动增值额较多，故期末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3,142,648.30 27,554,702.77 -52.3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将理财计提的公允价值变动额计入当期损益，故其

他综合收益减少。 

销售费用 518,450,863.33 388,303,829.49 33.5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投入广告宣传费、平台服务费、终端管理费用等较上年同期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4,698,742.19 -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 

加：其他收益 7,492,262.91 36,056,079.67 -79.2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到较少的政府补助款。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8,258,052.67 105,495,941.59 -44.7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报告期实现的年初已计提的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部分按首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调整至未分配利润，导致报告期理财产品的收益较

同期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32,315,118.40 -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理财产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5,800.21 -249,583.04 73.6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出售较少的旧固定资产。 

减：营业外支出 2,545,978.79 11,522,381.08 -77.9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减少支付捐赠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224,294.17 433,696,122.02 -238.4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购买较多理财投资产品，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较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006,217.59 -429,164,773.18 231.4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取得较多的短期借款以及票据贴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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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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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投资设立尚时弘章基金相关情况 

为有效地推进公司战略升级，利用专业优势团队推进公司投资步伐，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弘章资本合作发起境内人民

币基金，投资于境内消费零售类大中型企业。该基金拟由上海弘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

的管理人，目标募集规模为6亿元人民币。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3亿元，主

要管理人员组建有限合伙上海弘旻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作为LP认缴人民币1,800万元，上海

弘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作为普通合伙人（GP）认缴人民币100万元，其余资金向特定的合

格投资人募集。作为基石投资人，公司有权委派1名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在基金募集规模达

到5个亿之前，公司对投资项目拥有一票否决权。  

该基金已于2014年12月17日取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基金全称为上海尚时弘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基金投资资金采用认缴制。截至本报告期期末，公司已完成六期出资。合计出资3

亿元，占认缴额的100%。 

首期出资金额450万元，用于支付(包括但不限于)自基金设立之日起六个月期间内的管理

费、截至初始交割日为止的筹建费用、预留的其他合理费用。  

第二期出资5,700万元，拟用于支付基金近期可能需要支付的投资款以及基金管理费。 

第三期出资1,050万元，用于支付悠派科技项目投资款以及2017年下半年度管理费。 

第四期出资7,800万元，用于支付拟投项目预留款。 

第五期出资9,000万元，用于支付拟投项目预留款以及2018年上半年度管理费用。 

第六期出资6,000万元，用于支付拟投项目预留款以及管理费。 

上海尚时弘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于2015年8月引入两家新的合格投资人，分别为有

限合伙人(LP)深圳帆茂维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资本额人民币12,100万元；有

限合伙人(LP)普众信诚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认缴资本额2,000万元。合格投资人认缴

资本额后，基金募集规模达到4.6亿元。 基于新的合格投资人的加入，公司与上海弘章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各合伙人协商一致确认：当基金各LP从基金获取的收益实现了本金收回后

累计收益率达到20%的年化复合收益率时，公司从上海弘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获得的基金

绩效分成由40%调整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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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基金又引入三家新的合格投资人。至此，基金有限合伙人（LP）结构为福

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认缴资本额为30,000万元；上海弘旻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认缴资本额为1,800万元；深圳帆茂维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资本额为7,500万元；

普众信诚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认缴资本额2,000万元；义乌惠商紫荆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认缴资本额3,000万元；深圳首瑞艾德维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资本额2,000

万元；上海市闵行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认缴资本额4,000万元。加上上海弘章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GP）认缴的100万元，该基金募集规模已达5.04亿元。 

2016年7月，基金再次引入两家新的合格投资人，分别为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认缴资

本额人民币2,000万元；苏酒集团江苏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认缴资本额人民币3,000万元。本

次新增合格投资人后，基金的募集规模为5.54亿元。 

2018年，基金发生如下变动： 

（1）原有限合伙人（LP）深圳首瑞艾德维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称变更为深圳

首瑞成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有限合伙人（LP）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在本

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转让给12位自然人，同时，该12位受让人根据受让比例认缴

新增出资额人民币50万元，本次合伙人变更后，基金的募集资金规模增加至5.545亿元。该合

伙企业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已于2018年7月12日办理完成。 

（2）原有限合伙人（LP）深圳帆茂维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在本合伙企业的

认缴出资额由7500万元减至3000万元，本次该有限合伙人减资后，基金的募集资金规模减少

至5.095亿元。该合伙企业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已于2018年12月25日办理完成。 

（3）根据基金运营实际情况，基金将2,000万元募集资金按照实缴出资额比例返还至各

合伙人，基金募集规模相应调整。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2014年

11月2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投资设立专项产业基金的公告》】 

2、投资Karl Lagerfeld项目情况 

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 Karl 

Lagerfeld 项目的议案》，拟通过香港全资子公司出资 24,03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以

下或简称为购买价款），投资 Karl Lagerfeld Greater China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

称KLGC或目标公司）80.1%的股权及对应的股东贷款，并在股权转让完成交割后与目标公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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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股东共同按持股比例对目标公司的境内运营主体加拉格（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提供 10,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的增资，对应公司的增资金额为 8,01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两项

合计投资 32,04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 

公司已于2017年度完成70%的购买价款的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出手续，并按照约定将剩余

30%的购买价款汇至监管账户。目标公司的股权已于2017年12月8日完成交割，公司全资子公

司已取得目标公司 80.1%的股权。自交割日起，目标公司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 

2018年，公司根据《股权购买及股东协议》约定，将存放于监管账户中的剩余10%的购买

价款汇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后续，还将根据《股权购买及股东协议》约定，将存放于

监管账户中的剩余20%的购买价款分两年每年释放10%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未来，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其他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公司或公司全资子

公司对目标公司境内运营主体加拉格（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增资等，同时，努力推动 Karl 

Lagerfeld 品牌大中华区的整体业务发展，促进公司打造七匹狼时尚集团的长期发展战略的

实施。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2017年8月22

日、2017年8月24日、以及2017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关于投资Karl Lagerfeld项目的公告》、《关于投资Karl Lagerfeld项目的相关

说明》、《关于Karl Lagerfeld项目完成交割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设立专项产业基金的公告》 
2014 年 11 月 20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福

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专项产业基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6）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设立专项产业基金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22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福

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Karl Lagerfeld 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0）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 Karl Lagerfeld 项目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24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福

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Karl Lagerfeld 项目

的相关说明》（公告编号 2017-041）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Karl Lagerfeld 项目完成交割的公告》  
2017 年 12 月 12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福

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Karl Lagerfeld 项目完成

交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7）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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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注1） 
1,970,000,000.00 8,762,260.27 8,762,260.27 970,000,000.00 1,330,000,000.00 33,780,410.20 648,762,260.27 募集资金 

其他

（注2） 
2,737,304,771.84 17,908,774.58 25,812,102.60 1,088,984,528.96 1,407,711,171.84 46,082,064.42 1,355,405,702.60 自有资金 

其他

（注3） 
463,289,209.98  7,298,598.89 11,881,643.73   470,587,808.87 自有资金 

股票 150,849,515.91 5,644,083.55 5,644,083.55 150,849,515.91  3,323,068.50 156,493,599.46 自有资金 

合计 5,321,443,497.73 32,315,118.40 47,517,045.31 2,221,715,688.60 2,737,711,171.84 83,185,543.12 2,631,249,371.20 -- 

注 1 ：资产类别为募集资金理财产品 

注 2 ：资产类别为自有资金理财产品 

注 3 ：资产类别为自有资金权益性投资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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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09,000 64,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22,067.20 117,602.36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5,000 7,057 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0,000 8,300 0 

合计 296,067.20 196,959.36 0 

注：委托理财发生额指在报告期内该类委托理财单日最高余额，即在报告期内单日该类委托理财未到

期余额合计数的最大值。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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