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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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523,381,503.35 元，

提取 10%法定公积金 252,338,150.3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8,870,484,155.63元，减去 2016

年度分红 1,279,088,340.50 元，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9,862,439,168.14元。 

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 2 月 2 日收到控股股东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

配的提议及承诺，提议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以 2017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3,581,447,353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共派

发现金红利 1,253,506,573.55元。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控股股东提议、股东回报规划、未来资金安排等因素，提出以下利润分配预

案：以公司 2017年 12 月 31日的总股本 3,581,447,35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4.00（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1,432,578,941.20 元，剩余利润结转下年度。公司本年度拟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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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戈尔 60017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新宇 冯隽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2号

公司证券部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

大道西段2号公司证券部 

电话 0574-87425136 0574-87425136 

电子信箱 ir@youngor.com ir@youngo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品牌服装、地产开发和投资业务；公司主要业务的经营模

式未进行调整。 

（二）行业情况 

1、品牌服装 

(1)消费需求持续回暖，服装行业恢复性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上年增长 6.9%，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年

度均值 51.6，创 7 年新高，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增强。 

从终端消费看，2017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销售额均保持 10.2%的稳定增长，其中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的增速较 2016 年增加 0.8 个百分点；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的统计

也显示，2017 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2.8%，结束了连续 2 年负增长的颓势，

其中服装类增长 4.3%，增速提高 4.1 个百分点；整个行业景气向上，服装行业进入复苏阶段。 

 (2)线下渠道底部回升，线上渠道快速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8.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为 15.0%，其中穿类商品同比增长 20.3%，增速提高 2.2 个百分点。 

新兴业态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超市、百货等传统零售业业态积极拓展渠道，向更注重消费者体

验、集餐饮、购物、娱乐、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零售业态转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 年

限额以上单位实体零售业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8.4%，增速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其中，限额

以上单位中的超市、百货店和专业店增速分别比上年提高 1.2、4.1 和 0.5 个百分点，专卖店也保

持了 8%的较快增长。 

商业地产的变化也带动了服装行业渠道逐渐向购物中心和电商转变，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和移

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以及不断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本土品牌全渠道趋势明朗。 

(3)消费升级带来结构性机会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在中高端消费等领域培育新增

长点、形成新动能。近年来，我国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



作用日益增强的发展阶段，零售消费呈现出从注重量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产品向更多服务消

费等为主要内容的升级态势。 

消费者不断增强的生活品质和品牌意识，对国内服装产业链的运营能力、供应链管理水平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消费升级带来的结构性机会，使得行业龙头在品牌、资本、渠道、团队等方面优势

愈发明显，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2、地产开发 

(1)去库存效果显现 

2017 年，房地产政策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主基调，加强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

因城施策去库存，调控效果逐步显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69,408

万平方米，销售额 133,701 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7.7%、13.7%，增速同比回落 14.8 个百分

点和 21.1 个百分点；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58,923 万平方米，比上年末降低 15.3%，其中住宅待售

面积 30,163 万平方米，降幅更是达到 25.1%，大部分城市库存已进入良性周期，预计 2018 年房地

产调控政策仍不会放松，但继续收紧幅度有限。  

(2)城市分化格局持续 

为更有针对性地抑制投机购房需求，本轮调控将延续因城施策的特点，全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分化： 

从销售情况看，一线及重点二线城市在严厉政策调控下，成交面积下跌；三四线城市在宽松的政

策环境以及棚改货币化支持下，成交面积上涨。 

从土拍情况看，房地产企业整体拿地规模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25,508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5.8%；土地成交价款 13,643 亿元，

增长 49.4%；大型房企的拿地重点正在向三、四线城市下沉。 

公司地产开发业务所覆盖的宁波、苏州、上海区域，在限购限贷限售限价叠加土拍收紧的调控下，

成交面积显著下跌，但成交均价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土地成交金额均同比降低，溢价率有所回

落： 

宁波市五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676.38 万平方米，同比下跌 3.5%；成交均价 18,996 元/平方米，同

比上涨 32.3%；住宅用地成交 43 宗，成交金额 433.91 亿元，同比下跌 33.3%，平均溢价率 69.0%； 

苏州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561.69 万平方米，同比下跌 31.8%；成交均价 20,305 元/平方米，同比上

涨 11%；住宅用地成交 38 宗，成交金额 705.05 亿元，同比下跌 36.22%，平均溢价率 23.2%； 

上海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622.91 万平方米，同比下跌 54%；成交均价 47,891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25%；住宅用地成交 31 宗，成交金额 681.02 亿元，同比下跌 3.5%，平均溢价率 10.39%。 



(3)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 

中国指数院监测数据显示，2017 年共有 144 家房地产企业跻身百亿军团，较 2016 年增加 13 家，

销售额共计 82,099 亿元，市场份额超 60%；销售业绩“千亿俱乐部”扩容至 16 家，其中碧桂园、

万科、恒大销售额破 5,000 亿大关，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 

在紧融资和严管控的楼市调整期，房企的持续经营更有赖于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资源禀赋，大型房

企的品牌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将更加凸显，行业并购进程和集中度提升有望进一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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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66,918,835,825.74 63,911,831,503.06 4.70 66,277,283,054.85 

营业收入 9,839,528,959.14 14,894,999,392.47 -33.94 14,527,392,635.3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6,731,412.49 3,684,747,270.35 -91.95 4,371,497,355.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8,952,060.33 2,392,366,019.98 -116.68 2,206,710,818.9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4,373,800,414.24 22,710,507,495.29 7.32 20,152,118,397.9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98,796,198.73 327,544,157.16 1,059.78 1,963,920,153.1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 1.08 -92.29 1.4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 1.08 -92.29 1.4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23 16.68 减少15.45个

百分点 

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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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4,465,162.56 2,004,809,577.26 1,983,576,448.74 2,456,677,77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61,788,998.21 785,341,253.56 630,759,080.07 -2,381,157,91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745,514,062.83 862,357,357.77 599,527,756.84 -2,606,351,237.77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978,926.47 2,240,709,587.16 663,707,069.78 855,400,6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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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7,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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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

公司 

296,842,762 1,038,949,666 29.01 0 质押 82,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昆仑信托·添盈

投资一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10,024,994 441,589,980 12.33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21,898,458 179,379,851 5.01 0 未知  其他 

李如成 20,548,010 71,918,035 2.0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市博睿财智控股

有限公司 

17,788,126 70,000,000 1.95 0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姚建华 8,461,800 37,150,000 1.04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市恩情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0,894,549 34,493,020 0.96 0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宁波盛达发展有限公

司 

8,083,050 28,290,676 0.79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6,597,080 23,089,780 0.64 0 未知  其他 

朱崇恽 4,518,906 15,816,171 0.44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宁波盛达发展有限公司、李如成

系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博睿财智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恩情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姚建华、朱崇恽系一致行动人；其他股

东未知其有无关联关系或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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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戈尔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契机，创新发展模式，品牌服装突破瓶颈实现恢复性增长，

地产开发保持合理节奏优化布局，投资业务计提减值轻装上阵，完成营业收入 983,952.90万元，

主要受地产行业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较上年同期降低 33.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73.14 万元，主要受计提中信股份资产减值准备 330,836.93 万元的影响，较上年同期降低

91.95%。 

分板块看： 

服装板块完成营业收入 488,521.7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46%（其中品牌服装完成营业收入

481,881.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946.7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8.75%； 

地产板块完成营业收入 485,499.30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52.70%（其中地产开发业务完成营业

收入 458,832.28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53.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697.84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18.64%； 

投资业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8,916.01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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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

根据该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反

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

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公司对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从“确认为递延收益”

变更为“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报表项目列示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和原因 
审批程序 

对 2017 年 1-6 月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元）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部分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冲减了相关资

产账面价值。 

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 

固定资产 -20,046,457.75 

递延收益 -20,046,457.75 

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后，不会对其他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关于原会计政策与变更后会计政策的对比，详见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发布的《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关于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相关规定，单独测试

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应当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故

公司对应收账款按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进行细化，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

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此次变更为公司对应收款项按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进行细化，无需对已披

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产生影响。 

关于原会计政策与变更后会计政策的对比，详见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发布的《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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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 

雅戈尔（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达蓬山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雅戈尔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有限公司 

宁波雅盛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北城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姚江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重庆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衬衫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时装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英成制服有限公司 

宁波东吴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高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 

嵊州雅戈尔毛纺织有限公司 

宁波泓雅投资有限公司（原宁波雅盛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宁波雅致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苏州雅戈尔北城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雅戈尔富宫大酒店有限公司 

宁波浩狮迈服饰有限公司 

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雅戈尔贵宾楼酒店有限公司 



子公司名称 

上海雅戈尔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苏州网新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马服装国际有限公司 

粤纺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愉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雄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雅戈尔（珲春）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健康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雅戈尔纺织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大桥农庄有限公司 

泓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泓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雅戈尔东城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西城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天境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天筑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琅壹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锐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胜远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琅鸿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雅戈尔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尉立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硅岗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郎誉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首鸣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 

甘肃雅戈尔西北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大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