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

利润为：0�元。

法定代表人：尹新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虎治国会计机构负责人：虎治国

母公司利润表

2019年1—12月

编制单位：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营业收入 3,470,134 5,076,450

减：营业成本 -2,458,776 -3,179,766

税金及附加 -8,543 -15,242

销售费用 -944,847 -1,410,210

管理费用 -246,768 -281,726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38,759 -61,228

其中：利息费用 -60,527 -82,389

利息收入 28,257 21,131

加：其他收益 39,146 43,963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4,922 340,25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55 -1,216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90,809 -3,935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74,624 -221,44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86 38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898,854 287,154

加：营业外收入 2,583 1,247

减：营业外支出 -176 -10,305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96,447 278,096

减：所得税费用 122,575 20,45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73,872 298,551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73,872 298,551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773,872 298,55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尹新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虎治国会计机构负责人：虎治国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9年1—12月

编制单位：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509,390 11,290,371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7,46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2,675 142,6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819,527 11,433,0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121,266 -7,261,24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101,509 -2,388,07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9,146 -834,17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01,117 -791,9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243,038 -11,275,3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6,489 157,62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199 13,46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5,297 1,29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300,47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92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1,972 41,68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83,001 -1,000,858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440,015 -204,797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838 -145,75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51,854 -1,351,4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9,882 -1,309,72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62,440 3,770,18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62,440 3,771,18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7,689 -2,517,81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28,992 -466,14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62,03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67,12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03,810 -2,983,9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1,370 787,22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4,684 -83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9,447 -365,71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9,863 815,58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0,416 449,863

法定代表人：尹新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虎治国会计机构负责人：虎治国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9年1—12月

编制单位：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653,639 6,643,366

收到的税费返还 39,14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1,570 78,4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24,355 6,721,85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791,122 -5,355,491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98,595 -515,65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272 -167,50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3,330 -385,12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59,319 -6,423,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4,964 298,07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2,219 306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11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2,604 361,54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54,823 361,85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4,191 -83,418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6,500 -533,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57,99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691 -1,474,4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4,132 -1,112,55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29,400 2,660,39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9,400 2,660,39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95,789 -1,756,609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5,108 -402,10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8,15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29,049 -2,158,7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9,649 501,68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0,481 -312,79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4,880 561,35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4,399 248,561

法定代表人：尹新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虎治国会计机构负责人：虎治国

4.1�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05,293 605,29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475 25,475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31,810 1,031,81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329,458 251,788 -77,67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82,211 382,211

其中：应收利息 2,560 2,560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534,238 2,534,238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07,534 307,534

流动资产合计 5,216,019 5,138,349 -77,67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6,934 6,934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635,934 635,93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8,605 28,605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8,200 28,2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65,049 865,049

在建工程 615,952 615,952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2,125,592 2,125,592

无形资产 205,652 205,652

开发支出

商誉 108,535 108,535

长期待摊费用 570,867 570,86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7,787 247,78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9,964 159,964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73,479 5,599,071 2,125,592

资产总计 8,689,498 10,737,420 2,047,92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911,645 1,911,645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712,556 712,556

应付账款 1,120,987 1,120,987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2,399 2,39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23,362 223,362

应交税费 166,468 166,468

其他应付款 558,153 485,837 -72,316

其中：应付利息 7,680 7,680

应付股利 8,616 8,616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219 1,308,575 1,284,356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719,789 5,931,829 1,212,040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330,911 330,911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835,882 835,882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424 28,424

其他非流动负债 48,417 48,417

非流动负债合计 407,752 1,243,634 835,882

负债合计 5,127,541 7,175,463 2,047,92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547,672 547,672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95,342 1,895,34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3,187 -13,187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46,885 246,88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70,706 770,7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447,418 3,447,418

少数股东权益 114,539 114,53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561,957 3,561,9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8,689,498 10,737,420 2,047,922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新租赁准则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不再将租赁区分为经营租赁或融资租赁，而是采用

统一的会计处理模型， 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以外的其他所有租赁均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并分别计提折旧和利息费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84,879 284,879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12,517 912,517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86,888 82,888 -4,000

其他应收款 2,289,664 2,289,66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2,165,516 2,165,516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92,613 92,613

流动资产合计 5,832,077 5,828,077 -4,000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378,867 1,378,86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8,200 18,2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8,313 28,313

在建工程 13,319 13,31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03,550 103,550

无形资产 11,370 11,37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04,210 104,2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316 80,3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421 40,42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75,016 1,778,566 103,550

资产总计 7,507,093 7,606,643 99,55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909,789 1,909,789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490,819 490,819

应付账款 1,467,777 1,467,777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46,604 46,604

应交税费 9,877 9,877

其他应付款 444,419 442,404 -2,015

其中：应付利息 7,098 7,098

应付股利 8,616 8,61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68 52,504 52,236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369,553 4,419,774 50,22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49,329 49,329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140 14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0 49,469 49,329

负债合计 4,369,693 4,469,243 99,55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547,672 547,672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95,342 1,895,34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46,885 246,885

未分配利润 447,501 447,50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137,400 3,137,4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7,507,093 7,606,643 99,550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新租赁准则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不再将租赁区分为经营租赁或融资租赁，而是采用

统一的会计处理模型， 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以外的其他所有租赁均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并分别计提折旧和利息费用。

4.1�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2�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157

证券简称：拉夏贝尔 公告编号：临

2020-052

证券代码：

06116

证券简称：拉夏贝尔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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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召开情况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拉夏贝尔” ）于2020年4月14日以书面、电

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的

通知。 2020年4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

出席董事6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王文克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审议的情况

经过充分审议，本次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拉夏贝尔2019年主要经营业

绩》。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拉夏贝尔2020年第一季度报

告》。

特此公告。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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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的召开

1.�会议的召开时间：2020年4月29日

2.�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出席会议的监事：刘梅、张海云、吴金应

本次会议通告己于2020年4月14日发给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拉夏

贝尔” )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梅女士主持。整

个会议进行期间，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规定的足够的法定人数；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的情况

经过充分审议，本次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3.�审议通过《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拉夏贝尔2019年主要经营业

绩》。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公司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拉夏贝尔2020年第一季度报

告》。

特此公告。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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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一季度服装行业相关经营

信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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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二号———服装》的相关要求，公司根

据2020年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对相关信息披露如下：

1、 主要品牌业务经营情况

品牌

营业收入

（单位：千元）

营业成本

（单位：千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同期增减

La�Chapelle 168,144 76,299 54.6 -68.3 -58.2 减少11.0个百分点

Puella 136,175 64,476 52.7 -67.0 -58.3 减少9.9个百分点

7Modifier 119,229 60,378 49.4 -70.2 -60.1 减少12.9个百分点

La�Babité 107,697 55,220 48.7 -66.7 -54.6 减少13.6个百分点

Candie's 78,677 37,029 52.9 -62.7 -55.9 减少7.2个百分点

男装品牌 28,509 15,127 46.9 -82.4 -80.5 减少5.2个百分点

8eM 19,468 10,000 48.6 -65.2 -52.5 减少13.7个百分点

NafNaf 324,722 169,558 47.8 - - -

注：1、 男装品牌包含JACKWALK、Pote及MARCECKō品牌。 2、 公司于2019年6月完成收购

NafNaf品牌，该品牌2020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24,722千元。

2、主要业务渠道的经营情况

渠道

营业收入

（单位：千元）

营业成本

（单位：千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同期增减

专柜 331,193 131,329 60.4 -70.0 -64.8 减少5.8个百分点

专卖 354,638 166,837 53.0 -61.3 -55.9 减少5.7个百分点

线上 182,905 117,223 35.9 -32.4 -18.5 减少10.9个百分点

注：受新冠肺炎疫情及网点数量大幅减少等因素影响，本报告期公司线下直营渠道收入较上年同期

大幅下降。

3、线下门店的盈利情况

门店类型

营业收入

（单位：千元）

营业成本

（单位：千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同期增减

直营店 685,831 298,166 56.5 -66.0 -60.4 减少6.3个百分点

加盟/联营店 122,546 77,544 36.7 1,595.9 2,127.0 减少15.1个百分点

注：公司2019年开始推行联营/加盟模式，本报告期加盟/联营网点数量较2019年一季度显著增加，

收入亦大幅增长。

4、实体门店情况

品牌 门店类型

2020年3月底

数量（个）

2019年底

数量（个）

本期新开

（个）

本期关闭

（个）

LaChapelle

直营店 971 1,097 2 128

加盟店/联营店 102 107 1 6

Puella

直营店 827 947 1 121

加盟店/联营店 82 86 4

7Modifier

直营店 775 869 94

加盟店/联营店 86 89 3

LaBabité

直营店 608 702 94

加盟店/联营店 59 65 6

Candie's

直营店 462 528 1 67

加盟店/联营店 61 65 4

男装品牌

直营店 99 190 91

加盟店/联营店 21 26 5

8éM

直营店 64 88 24

加盟店/联营店 6 6

NafNaf

直营店 285 284 5 4

加盟店/联营店 324 302 22

其他品牌 直营/加盟/联营 12 13 1

合计 / 4,844 5,464 32 652

注：1、公司门店统计数量是按照网点数量计算的，即如同一集合店中包括多个品牌，则将该集合店

统计为多个经营网点。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线下终端渠道， 进一步关闭和调整了部分亏损及低效门

店。 2、其他品牌主要包括由公司投资控股的Siastella、GARTINE品牌。

5、按城市等级或地区划分的收入

城市分级

网点数量

（个/家）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单位：千元）

占营业收入百分比

(%)

一线城市 356 87,133 8.7

二线城市 1,638 284,068 28.4

三线城市 1,149 163,402 16.3

其他城市 1,092 142,521 14.2

海外地区 609 324,722 32.4

总计 4,844 1,001,846 100.0

注：1、有关各线城市的分类，请参阅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披露的招股说明书。 2、“海外地区”零售

网点为NafNaf品牌所拥有。 3、受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各线城市收入均有所下滑。

特此公告。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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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

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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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拉夏贝尔” ）2018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预计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将为负值。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公司A股股票将会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13,909万元（未

经审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拉夏贝尔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

2、若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将出现最近两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A股股票将在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A股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的处理。

3、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2020年5月16日，目前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

进行中，具体经审计的经营业绩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

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kexnews.com.hk）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上接B7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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