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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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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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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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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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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澜之家 600398 凯诺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庆华 卞晓霞、薛丹青 

电话 （0510）86121071 （0510）86121071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电子信箱 600398@hla.com.cn 600398@hla.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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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4,660,434,360.86 25,098,302,728.36 25,098,302,728.36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77,266,056.48 11,177,340,227.23 11,177,340,227.23 -0.9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0,463,536.89 530,230,897.96 529,126,552.50 58.51 

营业收入 10,013,642,828.56 9,252,169,298.59 9,252,681,813.02 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6,010,728.01 1,874,833,234.71 1,875,187,343.11 1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40,953,110.21 1,852,790,296.55 1,853,133,905.09 1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3 18.30 18.30 减少1.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2 0.42 9.5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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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31 1,765,971,703 0 质押 950,000,000 

荣基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65 1,107,604,228 0 无   

深圳市腾讯普和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未知 5.31 238,549,618 0 无   

江阴恒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162,307,692 0 无   

国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4 154,653,6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未知 2.70 121,187,181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19 98,320,464 0 无   

江阴市晟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 88,491,395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88 39,613,997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未知 0.80 35,999,95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与荣基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

系；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面对消费增速放缓、全球化竞争加剧、网络平台及新型消费渠道的多维度竞

争压力，公司紧紧围绕打造生活消费类多品牌管理平台的战略目标，继续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以服装产业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加快推进多品牌、多品类、管理型平台的运营，壮大产

业规模并提高市场占有率，持续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健增长。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14

亿元，同比增长 8.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6 亿元，同比增长 10.20%。 

1、连锁经营品牌管理情况 

（1）优化国内市场，加快推进海外布局 

报告期，公司专注于市场商圈变化和区域差异，结合各品牌的拓展需求，重点拓展商场店，

继续优化街边店，积极推进海外店的拓展和布局。把握百货商场、商超店、购物中心合理配比，

与全国重要的商业系统深入合作，注重开发具有标杆性的商场店，提升各品牌影响力。为适应一

站式购物体验的消费趋势，尝试和探索将公司旗下多品牌同时入驻购物中心。继续优化存量门店

结构，突出门店效益，审慎对待老商圈的加密，抓住增长点，消灭空白点。根据“扎根东南亚、

辐射亚太、着眼全球”的海外拓展计划，积极有序推进品牌国际化的进程，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相继开出门店，逐步打开泰国和越南市场。 

报告期，公司新开店门店 475 家，关店 170 家，净增 305 家。截止 2018 年 6 月末，公司门店

总数 6097 家，其中“海澜之家”品牌 4694 家（含海外店 11 家），“爱居兔”品牌 1158 家，其他

品牌 245 家。 

（2）深耕服饰主业，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公司深耕服装主业，通过嫁接平台的管理优势，加快孵化适合不同年龄及需求层次

的多品牌矩阵，搭建了涵盖中高端、团购定制及多品牌、多档次、多元化的产品结构体系，给客

户提供全品类的消费体验。 

围绕产品和节日展开品牌宣传和推广，从品牌格调升华至品牌理念的传达，引领全民高品位

生活着装，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着重“品牌原生内容”的创作，强化内容价值，持续输出优质

的内容获取消费者注意力。从“面料升级、品质提升”出发，以微距摄影打造“布景乾坤”创意

视频，促进“面料升级”感知度，升级品牌形象。抓住春节、父亲节等营销节点，整合明星、综

艺 IP 等资源制造话题，丰富营销活动内容，撬动节日消费杠杆，助力各品牌各渠道的产品销售。

通过电视、电影、交通类媒体、网络视频等多种广告媒介覆盖各品牌的主力消费人群，传递海澜

之家品牌的专业性，同时兼顾潜在消费人群的触媒习惯，吸引线上线下参与品牌消费互动，提升

资源的效果转化。 



（3）加强供应商沟通和管理，提升供应链效率 

全面整合供应商资源，加强供应商的沟通和管理，完善现有供应链体系，满足公司多品牌发

展的产品销售需求。从前期企划制定、面料选用到之后款式落地，直至后期生产，品质监督等各

环节加强与供应商的沟通，帮助供应商提高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对供应商的业绩进行评定，建

立有效的供应商激励机制，增强对整个供应链业务的共同责任感。 

推进核心供应商业务平台建设，提升供应商快速反应的能力，匹配个性化、多元化、立体化

的消费需求。优化检测流程，制定企业标准，把控产品质量，以更优质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提

升品牌美誉度。启动货品开发进度监督机制，将管理流程化、标准化，在品质制造的基础上追求

速度最大化。加强对销售数据的分析和运用，及时跟踪产品类别的销售，为产品规划提供更有力

的数据支撑，增强补单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提高各品类的销售，提升供应链的运营效率。 

（4）加强精细化管理，提升门店运营能力 

报告期，公司以优质的商品为基础，围绕年度销售目标及服务水平的提升展开工作，继续加

强门店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市场管理人员的销售连带能力、培训指导能力、激励亲和能力及职

业形象能力，提升门店运营能力；进一步优化门店服务，细化在接待、导购、收银和售后等服务

环节的服务标准，让海澜之家的服务理念深入人心，赢得顾客和市场；在门店的装修、产品陈列、

橱窗展示等方面，重点突出各品牌及产品的定位，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在门店货品管理上，

不断优化选货、定量、补货等流程，提高货品动销率和连带率，提升销售业绩。 

（5）创新产品款式和风格，多品牌矩阵提供全品类产品 

“海澜之家”品牌不断加强新产品面料的跟踪，推出吸湿速干的 T恤类产品；结合热点资源，

进行款式开发，推出“变形金刚系列”、“爱国主义题材”、“环太平洋主题”等主题性系列产

品，吸引更多、更广的消费群体。旗下副牌“HLA JEANS”致力于年轻化、潮流化的产品风格，推

出了“派对系列”、“街头系列”、“运动系列”等倡导年轻生活态度的系列产品，吸引更多年

轻消费者关注，提高产品的销售及品牌影响力。 

“爱居兔”品牌由风格线系列化产品开发转化为单品线开发，做深做精各品类，提升品牌的

好感度与客户粘性。 

为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细分化的需求，旗下新品牌锁定不同的产品设计方向，在高品

质、高质量的基础之上增加品牌调性，展示品牌覆盖消费群体的生活品味，建立了多品牌矩阵，

给消费者提供全品类的产品。 

（6）积极发展电商业务，推进线上线下全渠道融合 

公司电商业务在多品牌多平台发展的驱动下，继续从营销、商品、视觉、服务等方面展开工

作，立足内容耕耘，整合多渠道营销资源，促进转化；针对不同平台的人群，以更为贴合客群的

商品来推广活动，商品的视觉、页面及文案更为灵活多变，拓宽消费受众群体。注重搭配以及其

他品类的代入感，提高客件数，驱动品牌良性的成长和发展。积极转型营销思路，以内容力带动

品牌关注度和产品购买力，上半年策划了年货节、超级品牌日、女王节、春夏新风尚、男孩节等

营销活动，提升品牌的业绩同时，增加品牌曝光。拓展线上业务渠道，借助多平台获取更多的流

量。公司在原有京东、天猫、唯品会等主流社交电商平台的基础上，又入了驻亚马逊、蘑菇街、

云集等电商平台，不断为品牌快速发展跟粉丝的积累提供更多空间，提升线上经营效率。 

探索新零售模式，增加品牌触点，提升消费体验。目前公司已展开包括微商城、大众点评、

美团外卖等新零售业态下的线上平台商城运作，通过结合线下 5000 多家门店资源，利用现代化高

效物流工具，以及独特的管理模式，建立线上服务，线下体验的全域购物链条，为消费者提供更

为便捷、优质、高效的购物体验。 

2、职业装品牌经营情况 

2018 年上半年，在原辅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设计感及功能性要求增强、职业装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的形势下，公司“圣凯诺”品牌职业装围绕年初制定的目标，根据客户和市场需求，通过自



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来不断完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质量和服务开拓市场，逐步稳固品牌的行

业地位。 

细化销售区域，加强销售团队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强化服务理念，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定期拜访、跟踪服务及满意度测评，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持续提升公

司客户的忠诚度；继续推进《圣凯诺服装智能信息化生产系统技改》方案，降低人力、物料成本，

提高面辅料的管理及使用效率，协同提升产品质量；加强服装行业调查研究，拓宽销售产品的品

类，完成新西服类面料、新衬衫类面料、新款男装、新款女装等创新产品的开发；重视科研的投

入和科研队伍的建设，大力开展技术创新，打造产业核心竞争力。上半年，公司申请专利 10 项，

其中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获得授权 17 项，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外观专利 13 项。 

3、推进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加强对外投资及合作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启动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拟通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不超过

30.00 亿元（含 30.00 亿元）的项目资金，投资产业链信息化升级项目、物流园建设项目及爱居兔

研发办公大楼建设项目。2018 年 6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海澜之家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36 号）。7 月 13 日，公司正式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18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债券代码：

110045，债券简称：海澜转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

验，并出具了天衡验字（2018）00061 号验资报告。 

公司围绕时尚服饰主业，积极寻找符合公司战略目标的投资并购标的，扩大和优化产业布局，

为公司的持续增长注入内生动力。报告期，公司通过增资方式获得置禾国际贸易（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原名乾俸贸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17.10%股权、英氏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英氏婴童”）2.7027%股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持有英氏婴童 45.5173%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

海澜投资与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挚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关于共同

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之框架协议》，三方拟共同出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目标规

模拟定为人民币 100 亿元（具体以基金全体合伙人实际认缴金额总和为准），该产业投资基金将围

绕公司战略发展方针，对服装相关产业链，优秀服装服饰品牌，服装制造等公司进行投资。该事

项正在推进中，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出资。 

为集中资源聚焦服装主业，2018 年 3 月，公司与深圳市邦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

德文化”）股东黄小羽签署了《关于深圳市邦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公司所

持邦德文化 24%股权，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周建平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