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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6                           证券简称：*ST 赫美                           公告编号：2020-063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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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提出异议声明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

明。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且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 条规定，存在：”（一）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

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负值；（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情形的上市公司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因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已于 2019 年 5 月 6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仍将继续被

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请各位投资者注意阅读并关注风险。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赫美 股票代码 0023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磊（代） 田希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

六楼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

六楼 

电话 0755-26755598 0755-26755598 

电子信箱 wanglei@hemei.cn tianxi@heme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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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9年以来，贸易壁垒增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国内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带动社会

消费品零售增速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万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0%），根据消费类型分类，商品零售额达到3.65万亿元，同比增长7.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及商品零售额增速均下降1%，消费行业增速明显放缓且季节性周期明显。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根据贝恩公司与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Fond azione Altagamma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研究报告（秋季版）》

显示，201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整体销售额增长26%。中国消费者对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持续性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0%，占全

球个人奢侈品消费总额的35%。在行业整体承压的情况下，国内消费群体对消费品质和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消费形态开始

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消费结构由基本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转变。基于国内消费升级持续、供给侧改革深入背景下，

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仍有较大的空间，技术创新的加速，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与传统零售深度融合，新模

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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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定位于“国际品牌运营的服务商”，致力于服务中国年轻一代品质生活，主要业务为国际品牌服装、鞋帽、箱包等产

品的零售，公司运营的品牌既包含国际知名品牌MCM、FULAR、MSGM等，也包含公司自有品牌OBLU；公司拥有终端实

体门店、优质的战略合作渠道和大量的VIP客户，为全渠道营销、大数据采集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担保和支持。通过掌握和

利用精准用户信息，公司可以根据消费者的独特需求和偏好量身提供个性化的客户体验和服务；同时，伴随着持续良性运营

而积累的用户，深度挖掘市场对品牌文化价值的认可度，扎实市场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耕品牌资源整合工作，与国际品牌商建立了长期而稳定的代理合作关系，线上线下多渠道进行代理

品牌的推广、销售；丰富品牌折扣店的品种及品类，加强库存处理能力，提高存货周转率。2019年，由于公司现金流紧张，

实施战略收缩，降本增效。在现有资金周转情况下积极转变经营模式，多渠道建立合作，消化商品库存；建立综合奥莱，实

现了跨品牌、多方位商业运营，完成了公司品牌消费市场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下沉的阶段目标。 

但由于融资依然困难，公司业务拓展承受较大压力，报告期内未能完成业务扩展及实现利润新增点。公司仍将积极采取

各项措施，保证业务经营资金，缓解当前资金紧张的局面，继续深耕主营业务并维持其稳定健康发展，将全渠道运营能力作

为核心竞争力打造，创新业务发展模式，集中推动业务构成持续优化，渠道模式持续丰富，紧跟当前零售行业整体发展方向。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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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48,393,525.78 1,917,596,899.46 1,918,218,258.68 -55.77% 2,410,387,857.65 2,410,387,85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78,513,883.48 -1,614,788,367.21 -1,651,918,887.12 -13.72% 143,990,503.51 143,990,50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62,652,531.81 -1,906,033,791.70 -1,951,289,234.94 4.54% -67,354,190.78 -67,354,190.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382,561.90 -379,539,197.93 -379,539,197.93 104.84% -249,380,687.96 -249,380,687.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5591 -3.0594 -3.1298 -13.72% 0.2728 0.27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3.5591 -3.0594 -3.1298 -13.72% 0.2728 0.27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5.29% -172.37%  8.31% 8.3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307,540,469.33 4,339,036,151.60 4,576,507,240.51 -49.58% 7,004,906,353.49 7,004,906,35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62,324,422.98 153,502,387.67 116,371,867.76 -1,614.39% 1,799,909,014.11 1,799,909,014.11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第五节之“七、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及公司于本报告发布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83,856,995.02 210,134,938.19 172,520,820.86 181,880,77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233,821.60 -182,448,068.52 -123,853,323.50 -1,461,978,66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545,017.55 -185,345,536.43 -126,510,887.44 -1,430,251,090.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92,878.89 34,549,875.57 18,706,040.12 -29,080,474.9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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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5,98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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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汉桥机器厂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7.58% 198,348,100 0 

质押 196,452,000 

冻结 198,348,100 

郝毅 境内自然人 11.58% 61,101,341 45,826,006 
质押 61,098,000 

冻结 61,101,341 

吴江金科扬子

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9% 26,343,200 0   

北京广袤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4% 23,961,310 0   

北京天鸿伟业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 22,477,624 0   

李真 境内自然人 2.46% 13,000,000 0   

三希（北京）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三希赤霄

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9% 3,668,040 0   

薛义刚 境内自然人 0.39% 2,073,500 0   

李延斌 境内自然人 0.39% 2,059,100 0   

韩丰收 境内自然人 0.35% 1,830,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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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韩丰收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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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84,839.3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5.77%，主要因公司资金紧张，商业及制造受资金影响，业

务发展放缓，销售额下降幅度较大，类金融板块停止放贷，战略转型以催收为主，收入下降也较大；当期实现营业利润

-194,692.6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3.65%，亏损有所收窄，主要系本年度比上年同期少计提各类减值损失；当期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7,851.3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72%，主要原因系本年度转回较大金额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76,232.3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14.39%，主要系公司连续两年大额亏损所致；当期商业板块

实现营业收入62,131.61万元，占总营收的73.23%，较上年同期下降51.71%，主要系服装销售行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流行

性的特点，公司报告期流动性紧张，无法按季大批量采购新货，销售收入明显减少；类金融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0,809.11万元，

占总营收12.74%，较上年同期下降75.41%，主要系小额贷款经营监管力度加大，报告期赫美智科和赫美小贷资金周转困难，

类金融板块的主要经营重心为催收，未进行业务拓展，业务量受到较大影响；高端制造板块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1,898.63

万元，占总营收14.03%，较上年同期下降37.68%，由于公司资金紧张无法按期采购原材料，订单交付速度放缓。公司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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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亏损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计提了178,950.31万元信用及资产减值。 

公司后续将积极解决历史遗留的违规及债务问题，加强主业管控与现金流修复，降本增效，优化业务结构和经营模式，

完善内部控制，提高管理水平。公司将与全体员工共同努力高效推进工作，创造价值，改善公司经营。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钻石首饰 101,963,928.79 -10,548,885.42 6.49% -12.62% -254.27% -9.63% 

服饰 485,524,026.33 -695,313,111.77 49.41% -58.02% 18.14% 2.70% 

金融服务 107,197,976.50 -814,365,240.73 67.25% -75.62% 16.48% -12.50% 

智能电表 104,239,491.15 -569,038,653.22 24.81% -44.05% -38.23% 20.9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9年 2018年 同比增加 重大变化说明 

营业收入 848,393,525.78  1,918,218,258.68  -55.77% 
报告期内，因公司资金紧张，

商业及制造受资金影响，业务

发展放缓，销售额下降幅度较

大，类金融板块停止放贷，战

略转型以催收为主，收入下降

也较大 

营业成本 494,120,361.99  988,399,909.24  -5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1,878,513,883.48  -1,651,918,887.12  -13.72%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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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规定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

年1月1日起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

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公司按照相关规定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

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为了使财务报表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针对2018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公司对

2018年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全面自查。经公司自查： 

1、公司收购的子公司深圳市欧祺亚实业有限公司的原股东2018年度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的业绩补偿款，经公司重新确认

后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调增其他应收款14,599,090.00元、营业外收入14,599,090.00元，对调增的其他应收

款计提当期坏账准备729,954.50元、调增资产减值损失729,954.50元。 

2、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名义违规对外资金拆借，于2018年度发生的资金占用经公司重新确认后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并追溯调整，调增其他应收款234,137,438.00元、其他应付款234,137,438.00元，对调增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当期坏账准备

11,706,871.90元、调增资产减值损失11,706,871.90元。 

3、公司2018年度商业承兑汇票融资未能收回资金，经公司重新确认后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调增其他应

收款35,500,000.00元、其他应付款35,500,000.00元，对调增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当期坏账准备1,775,000.00元、调增资产减

值损失1,775,000.00元。 

4、公司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的长期借款逾期于2018年应向其支付的违约金，经公司重新确认后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并追溯调整，调增其他应付款6,474,166.67元、营业外支出6,474,166.67元。 

5、公司应向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支付的服务费，经公司重新确认后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调增其他应付

款1,300,000.00元、管理费用1,283,018.86元、其他流动资产16,981.14元。 

6、公司2018年度对外借款的利息，经公司重新确认后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调减其他应付款2,341,342.47

元、财务费用2,341,342.47元。 

7、公司电表制造板块2018年度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经公司重新确认后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调增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22,264,637.33元、其他应付款坏账准备10,442,662.34元、资产减值损失32,707,299.67元。 

8、公司电表制造板块2018年度的往来款项重分类，经公司重新确认后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调增其他应

收款8,380,604.27元、调减预付账款8,547,898.43元、、应付账款68,031.54元其他应付款99,262.62元。 

9、公司子公司北京赫美思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向柳州市邦联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提供的咨询服务，经

公司重新确认后作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调增营业收入621,359.22元、应收账款320,000.00元、调减预收账款

301,359.22元，调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6,000.00元、资产减值损失16,000.00元，调增营业成本100,000.00元、调减管理费

用100,000.00元。 

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2018年度的影响合计为：应收账款调减21,960,637.33元、预付账款调减8,547,898.43元、

应付账款调减68,031.54元、预收款项调减301,359.22元，其他应收款调增267,962,643.53元、其他流动资产调增16,981.14

元、其他应付款调增274,971,999.58元；营业收入调增621,359.22、营业成本调增100,000.00元、管理费用调增1,183,018.86

元、资产减值损失调增46,935,126.07元、营业外收入调增14,599,090.00元、营业外支出调增6,474,166.67元，财务费用调

减2,341,342.47元等会计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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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报告期以2,586,182.96元转让全资孙公司杭州浩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00.00%股权，杭州浩美子公司杭州

浩美鼎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0.91%股权也随之转让。 

2、2019年01月25日，赫美集团控股孙公司赫美思路与魏丽玲共同投资设立了深圳市贻禾投资有限公司，赫美思路出资

比例60.00%，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3、2019年05月30日，赫美集团控股孙公司赫美思路与广州合利金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霍尔果斯付得妙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赫美思路出资比例51.00%，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4、2019年09月26日，赫美集团控股孙公司赫美思路投资设立了深圳数享家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赫美思路出资比例

100.00%，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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