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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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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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27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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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格娜丝 60351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陶为民 夏天

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240号 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240号

电话 025-84736763 025-84736763

电子信箱 securities@vgrass.com securities@vgrass.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服装设计、生产及销售，现旗下拥有三个品牌：定位于中国文化元素奢

侈品的南京云锦“元先”品牌、定位于高端女装的“VGRASS” 品牌和定位于中高端休闲服

饰的“TEENIE� WEENIE” 品牌，完成了女装品类金字塔结构的品牌布局。

其中，TEENIE� WEENIE品牌还充分利用了品牌的优势，进入了男装品类，童装品类以

及前景乐观的婴童品类市场。 元先品牌为公司2015年全资收购南京云锦研究所股份有限

公司后，拟打造的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奢侈品牌，目标客群定位为国内外高净值人群消费

者。 南京云锦是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至今已有近1,600年历史，居我国四大名锦之首，

有“寸锦寸金” 之称。其在元、明、清三朝均为皇家御用品。云锦织造工艺是我国纺织技术的

活化石，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其用料考究、织造精细、纹样绚丽，色泽光丽灿烂，因

宛如天上之云彩而得名。 南京云锦至今还保留着用传统的提花木机和传统独特的手工织造

技艺， 其织造技艺于2009年9月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

南京云锦研究所是中国唯一的云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公司所属的中国南京云

锦博物馆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元先品牌隶属于南京云锦研究所，该品牌以南京云锦为基

础，主要有珍贵文物复制、高端艺术品和场合服饰产品线。 云锦研究所通过研制失传工艺，

恢复珍贵文物；通过整合资源，跨界艺术合作，精心塑造品牌价值；通过古今合璧，以匠人传

承之心将千年传统技艺与现代风尚完美融合，诠释时装新概念。 云锦龙袍复制件等馆藏精

品、高端艺术品、云锦定制礼服、定制中式嫁衣等现代时尚品，不断在国内外的巡展，向市场

和各界观众展示中华传统之美，坚守文化传承之责任。 云锦研究所还承担了部分国礼织、配

合央视媒体拍摄纪录片和非遗节目制作等工作。

VGRASS为国内高端女装一线品牌，目标客群定位为千禧一代消费者。该品牌专注“修

身” DNA，秉持“匠心”精神，提供高品质、修身的产品，致力成为国际高端女装市场上的一

线品牌。 VGRASS品牌每一件作品都以其知性、优雅的精神主线，经典中融合时尚，温婉中

愈见大气，传递女性内敛、自信、聪慧的价值主张，为现代女性提供知性、优雅、时尚、修身的

全系列着装服务。

VGRASS品牌始终坚持自主设计，在全球设立了四个设计研发中心，分别位于意大利

米兰、韩国首尔、中国上海和南京。 在产品设计方面，通过企划满足品牌调性，不断挖掘云锦

馆藏艺术宝藏，自主研发独特面料花型，吸引千禧一代。产品聚焦于连衣裙品类，坚持“连衣

裙之王” 战略，做到单品类多样化，对销售持续贡献业绩。 在工艺和面料方面，不断加入苏

绣、钉珠等重工手工工艺，采用欧洲进口面料开发高端定制连衣裙系列，并利用公司独有云

锦面料打造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高端场合装连衣裙系列。 VGRASS品牌一直以来坚持直营

为主的销售模式，基本覆盖国内所有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及重点二、三线城市，进驻核心商

圈高端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场。 品牌店铺坚持自主选址、自行设计装修、自主管理，贯彻了公

司的品牌战略。

TEENIE� WEENIE品牌为公司2017年收购的定位于中高端卡通休闲服饰品牌， 目标

客群定位为Z世代消费者及儿童。 品牌产品线包括女装、男装、童装、婴童装、配饰和咖啡店。

TEENIE� WEENIE品牌起源于美国东部传统家族的生活方式， 富含时尚和浪漫的气息，受

到常春藤的精神和爱的鼓舞， 面向通过移动互联网APP和SNS对国际时尚流行趋势和搭配

信息敏感的Z世代消费群体及儿童，为顾客提供具有休闲时尚风格的高品质服装。TEENIE�

WEENIE品牌在亚洲已具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 其以独特的小熊家族故事作为背景，以可

爱的小熊家族卡通图案作为品牌形象图腾，推出颜色亮丽，款式富含时尚和浪漫气息的男、

女、童装休闲服饰，适合追求时尚又有气质的消费者。 其轻松自然的设计风格和舒适柔和的

质地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二）经营模式

1、多品牌立体化集团经营模式

公司现有的三大品牌元先、VGRASS、TEENIE� WEENIE分别覆盖奢侈品、 高端女装

和中高端服饰产品线，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立体品牌矩阵布局。 各品牌以事业部形式独立运

营并协同发展，在保持独立经营的同时，又形成了相互协调与共享的良性竞争的生态圈，共

同推动公司的创新发展。 多品牌模式有助于公司扩大目标消费群体的范围，满足消费群体

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提高客户黏性。 同时又能丰富公司品牌文化、提高公司品牌

影响力，在国内外服装市场上不断将产品竞争转化为品牌竞争，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从而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2、国际化经营模式

国际化是我国服装行业未来开展全球化布局，参与贸易新角力的砝码。 目前我国虽然

是服装出口大国，但主要出口的是中国制造，本土高端品牌 “走出去”的路并不好走。 一方

面国内高端品牌发展时间短，文化积淀短、品牌强度不够，在设计、理念等方面与国际品牌

仍有差距；另一方面，品牌的根源是文化，其国际化需要强大的国家或区域文化支撑，在当

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并非足够强大的情况下，国内服装服饰品牌在国际时尚圈的影响影响较

弱。 公司在国内时装领域积累了20余年的经验，旗下品牌已经覆盖国内高、中端市场，品牌

竞争力明显提升。随着品牌实力不断壮大，品牌国际化成为公司重要的长期战略。 本土品牌

要实现“走出去”需要寻找一个撬动国际市场的支点，云锦恰恰是个良好的支点。

云锦是我国传统名锦，居中国四大名锦之首，其历史文化内涵、手工技艺的独特性毋庸

置疑。 云锦服饰及其他产品具有很高的识别度，在国际时尚圈的几次亮相，获得了国际时尚

圈的关注和好评，其与现代时尚的结合、高端定位为国际时尚圈所接受。 在此情况下，通过

打造元先、VGRASS品牌，推动公司推进国际化、树立时尚话语权并进而促进品牌提档，助

力公司实现“创造出具备中国文化元素的奢侈品牌” 的愿景。 2016年，公司投入大量资源，

启动品牌国际化之路。 米兰、巴黎、纽约、伦敦是世界四大时尚之都，代表时尚行业的最高水

平。

公司以米兰为国际化起点，在意大利注册成立了维格娜丝意大利有限公司，并在意大

利设立时装研发设计机构，聘请国际知名创意总监和设计师团队，打造兼具中国文化元素

和国际流行元素完美结合的高端品牌时装。 2017年公司收购衣恋集团旗下TEENIE�

WEENIE品牌。 该品牌在亚洲已具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有助于公司打开不同于VGRASS

品牌的新市场。 同时为公司带来了大量的韩国设计人才和时装技术人才，为公司注入了新

的元素和动力。 2018年3月公司在欧洲顶级的时尚街区，意大利米兰Spiga大街开设了第一

家海外旗舰店，用于展示和销售中国高端时装和南京云锦艺术品。

3、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自主设计研发，在意大利米兰、韩国首尔、中国上海和南京组

建设计团队，积累国际化设计团队运营经验，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升。 公司店铺坚持以直营

为主的销售模式，自主选址、自行设计装修、自助管理，能彻底贯彻公司的品牌战略和定价

策略，对消费者需求做出快速响应，保证了品牌营销与推广的力度，为公司不断提升品牌档

次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公司产品除在意大利、东南亚和国内进行代工生产以外，还在中国南

京还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厂，拥有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不仅能承接双面呢、刺绣等复杂工艺的

加工生产，还能保持整条供应链的快速反应能力，产品大货准交率和追单平均周期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

（三）行业情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居民城镇化率和受教

育水平持续提高，对服装“时尚”与“高品质” 的需求日益增加。 2018年服装行业发展呈现

如下趋势：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放缓，网上零售B2C市场交易规模持续增长，服装网购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缓慢下降至9%。 2018年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19,853元，同比增长8.4%。 其中，人均衣着消费支出1,289元，同比增长4.1%，增

速略有上升，但低于消费支出增长水平。 移动互联网成为年轻人首要购物渠道。 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以及日益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支撑下，传统实体业态和电商深度融

合，许多以实体店渠道为主的品牌线上销售优势明显

二、消费需求持续升级，轻奢市场空间广阔。

消费升级的加快、消费群体和消费方式的改变，给国内服装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

间，近年来我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保持在7%以上，2017年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已达到25,974元，同比增长7.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元，农

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432元。 长远来看，中国轻奢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消费升级趋势下，

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持续提高，个性化诉求与自我表达意愿提升，未来服装消费

或将呈现出高端化、体验化、多样化、独特化的趋势，质量较高、与传统重奢相比具备价格优

势、拥有品牌文化和设计特色的轻奢品牌发展前景广阔。

三、多样布局满足消费多样需求，行业集中度有提升空间

中国服装行业CR8为9.4%，远低于日本、韩国、美国和英国，处于较低级别的分散竞争

型格局。中国除运动服外，童装、男装、女装的集中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求方面，80后、

90后已成为消费的主力军，受众群体广、消费频次高使得大众休闲服饰市场，供给方面，行

业内陆续出现差异化多品牌、扎根细化子领域，品牌效应分化至男装、童装及配饰，实现外

延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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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9,656,365.56 6,616,590,407.41 0.35 1,596,969,898.06

营业收入 3,085,609,336.25 2,564,142,762.90 20.34 744,317,18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2,839,077.77 189,937,730.20 43.65 100,327,9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14,879,463.71 187,060,974.95 14.87 72,781,15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416,294,666.06 1,640,838,864.25 47.26 1,459,727,29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7,010,712.10 379,176,405.76 15.25 77,541,805.28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1.58 1.28 23.44 0.6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1.58 1.28 23.44 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46 12.28 增加0.18个百分点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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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013,966.72 623,305,640.04 640,242,957.36 1,068,046,77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5,126,489.62 52,056,626.36 19,768,043.35 135,887,91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64,408,512.40 21,798,521.66 1,424,600.31 127,247,82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1,961,440.59 124,278,821.64 -1,265,014.81 212,035,4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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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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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致勤 0 48,328,157 26.77 0 质押 48,267,200

境内自

然人

宋艳俊 0 37,732,800 20.9 0 质押 37,732,800

境内自

然人

朔明德投资有限公司 12,184,230 12,184,230 6.75 12,184,23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信托成泉汇涌八期金融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 5,419,935 3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爱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414,230 5,414,230 3 5,414,23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趵朴华威定增1号私募基

金

4,333,694 4,333,694 2.4 4,333,694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共青城朴海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朴海定增一

号私募投资基金

3,784,230 3,784,230 2.1 3,784,23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周景平 0 3,414,000 1.8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2,785,106 3,353,794 1.86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吕慧 -577,500 2,720,900 1.5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致勤与宋艳俊是夫妻关系，宋旭昶与吕慧为夫妻关系，宋旭昶为宋艳俊之弟。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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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30.86亿，同比增加20.34%；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亿，同比增加43.65%。

2018年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增加净资产5.04亿元；2018年末公司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4.16亿元，同比增长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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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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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适用于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表，将原“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

利息” 、“应收股利” 及“其他应收款” 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 及

“固定资产清理” 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 及“在建工程” 行项目归并

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将

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长期应

付款”及“专项应付款” 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利润表中“管理费用” 项目分拆“管

理费用” 和“研发费用” 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 和

“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的项目与金额产生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7年追溯调整影响金额

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财会

（2018）15号）变更

应收账款 -527,186,412.4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27,186,412.40

其他应收款 97,036.53

应收利息 -97,036.53

固定资产 138,005.10

固定资产清理 -138,005.10

在建工程 609,987.29

工程物资 -609,987.29

应付账款 -173,547,303.2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3,547,303.21

应付利息 -7,653,175.06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1,102,119.36

其他应付款 8,755,294.42

管理费用 -93,769,945.07

研发费用 93,769,945.07

其他收益 107,933.72

营业外收入 -107,9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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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

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是否合并

备注

2018年

度

2017年

度

南京弘景时装实业有

限公司

3617.051555万元 100% 是 是

上海维格娜丝时装有

限公司

1000万元 100% 是 是

维格娜丝韩国有限公

司

1亿韩元

（实收资本）

100% 是 是

该公司为本公司境外设立的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10月5日

江苏维格娜丝时装有

限公司

500万元 100% 是 是

上海赫为时装有限公

司

2000万元 100% 是 是 该子公司尚未实际缴纳注册资本

维格娜丝香港有限公

司

2000万港元 100% — 是 已注销

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

公司

5000万元 100% 是 是 本公司2015年8月购买其100%股权

南京云锦研究院 100万元 100% — 是 已注销

云锦博物馆 — — 是 是

维格娜丝意大利有限

公司

4万欧元 100% 是 是

该公司为本公司境外设立的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7月6日

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70,100万元 33.358% 是 是 本公司2017年1月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

甜维你（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

50亿元 90% 是 是 本公司于2017年3月购买其90%股权

北京甜维你商贸有限

公司

500万元 100% 是 是 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子公司

成都甜维你商贸有限

公司

2万元 100% 是 是 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子公司

深圳甜维你商贸有限

公司

2万元 100% 是 是 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子公司

上海甜维熊商贸有限

公司

2万元 100% 是 是 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子公司

甜维你韩国有限公司 1亿韩元 100% 是 —

甜维你（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子公司，成立日期2018

年8月22日

除上表外，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还包括公司为委托人、受益人且以自有资金参与、并满足

2014年新修订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控制”定义的结构化主体（信托投资产品）。 详见财务报

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财务报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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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9

年4月2日上午10:30在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240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已于2019年3月23日以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王致勤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董事会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审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相关规定，提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27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4股。

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报表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聘请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本公司财务报表审计

机构期间，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履行审计职责，完成了公司有关财务报表的审

计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拟继续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9年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决定其酬金。

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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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日上午11:30在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240号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已于2019年3月23日以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卞春宁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相关规定，提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27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4股。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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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4月2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4月23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南京市茶亭东街240号公司五号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4月23日

至2019年4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7

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

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已于2019年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证券时报上刊登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7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518 维格娜丝 2019/4/1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本公司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须持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二）社会法人股股东，请持单位介绍信、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三）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并提供上述第（一）、（二）条规定

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办理登记时间同下，信函以本公司所在地南京市收到的邮戳为准。

（四）通讯地址：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240号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

编：210017

联系电话：025-84736763

传真：025-84736764

电子邮箱：securities@vgrass.com

（五）登记时间：

2019年4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2019年4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六）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务必最迟于2019年4月20日（或之前）将

上述资料发送电子邮件、信函至本公司，出席会议时凭上述资料签到出席。

六、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礼品，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请自理。

特此公告。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 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公司代码：

603518

公司简称：维格娜丝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