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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7                                   证券简称：南极电商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2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             ）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详见附件 2：调研人员信息表 

时间 2020 年 2 月 21 日  15:30-16:10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玉祥 

董事、副总经理：沈晨熹 

董秘、副总经理：曹益堂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以电话会议的形式解读公司近期物流与复工情况 

附件清单（如有） 
附件 1、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会议纪要； 

附件 2、调研人员信息表。 

日期 20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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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21 日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会议纪要 

公司参会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玉祥 

董事、副总经理：               沈晨熹 

董秘、副总经理：               曹益堂 

调研人员： 

详见附件 2 

主持人： 

董秘、副总经理：               曹益堂 

会议内容： 

1、公司截至目前 GMV 情况，包括 1 月、2 月的情况，因为 2 月受到疫情

的影响较大。 

答复： 

目前我们的业绩较之前疫情比较严重时，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目前每天 GMV 日环比开始增长。截至 2020 年 2 月 19 日，我们 2 月份 GMV 同

比增长 15%，整个一季度，与去年同比持平。 

 

2、现在 1、2 月份的 GMV 整体看下来是跟去年持平的状态，那会不会影响

全年的预期？ 

答复： 

会有影响，但影响不大，疫情后预计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反弹增长。 

 

3、之前有聊到电商平台 3 月份会有一个“三八”大促，前提是疫情可以控

制住，快递等基础设施恢复，但现在工厂的复工情况如何？会不会出现“三八”

大促时库存不够的情况？ 

答复： 

复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销商端即线上店铺及仓储物流端，目前基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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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恢复 80%；另一部分是工厂端，合作工厂整体的开工率在 50%左右，其中广

东区域的合作工厂复工率是 60%左右。目前复工的工人以本地工人为主，外地工

人回到工厂驻地后有 2 周的隔离期，所以预计在 2 月底 3 月初产能基本恢复。 

目前工厂的备货情况基本可以支撑到 3 月底，基本春节前都会围绕冬季和春

夏商品备货，确保春节后的销售。所以生产备货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4、可以分品类说明一下复工和备货情况吗？ 

答复： 

目前主要的品类是内衣和家纺。内衣品类的复工情况：保暖类内衣的工厂开

工率是约 40%，基本在江阴产业带；内裤的供应链主要在中山，目前开工率约

60%；袜子的产业带在义务和诸暨，目前开工率约 45%；文胸的产业带在潮汕，

开工率约 60%；家居服的产业带也主要是在潮汕，开工率更高一点，约有 70%；

家纺的客户应该是从前天开始逐渐全面复工。 

 

5、有没有措施去转移疫区的工厂产能到已复工的地方？ 

答复： 

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效果不会太好，因为转移产能的周期较长，况且我们

在常熟、靖江、武汉、温州也有男装供应商，在常熟、靖江占比较多。他们可以

为武汉的线上店铺做“一件代发”。 

 

6、这次的疫情会不会影响供应商的业务积极性？ 

答复： 

我们更多的是研究存量的比对，这次疫情对我们来说是危机也是机遇，这个

疫情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相比竞争对手，我们的客户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

绝大部分的客户业务积极性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7、这次疫情会不会加速一些中小商家淘汰的节奏，尤其是做白牌的中小商

家？ 

答复： 

肯定会的，这次疫情过后，产业结构肯定会进行一次更快速的洗牌。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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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弱、产能过剩的商家可能会慢慢消失；一些竞争力不够、只有生产没有销

售团队、只有销售团队没有好品质等这类的都会慢慢退出市场。所以对我们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契机，因为工厂端在这方面的短板，公司都可以为客户补全；公司

也可以挖掘更好的客户来加盟我们。 

 

8、阿里这次在财报披露会上有提到因为此次疫情，他们会给商家一些补贴，

与商家共克时艰，不知道对我们的经销商有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答复： 

帮助不大，阿里平台的天猫服务费在商家年销售额完成 60 万元以上是都可

以返还的，我们绝大多数经销商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实质变

化。 

 

9、因为这次疫情，供应商、经销商的业务节奏会有变化吗？ 

答复： 

绝大部分客户的业务积极性没有太大的变化，业务节奏方面部分客户可能会

有所延后，但是对我们总体完成业绩影响不大。 

 

10、除了内衣、家纺等大品类，今年有没有什么新品类可以让大家眼前一

亮，有爆发性的增长？ 

答复： 

分为两个方面：现有存量类目的三级品类可能会发生量变，像内衣品类的文

胸和家居服会成为引领增长的亮点；像家纺、男装、女装等都会有一些三级品类

的爆发，年前都已经规划部署了；增量部分，像家庭清洁、防护、个人护理等类

目都在快速上线。 

 

11、在阿里、京东、拼多多、唯品会有不同的策略吗？ 

答复： 

我们的 GMV 在唯品会、拼多多平台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京东平台实现稳定

增长；在阿里平台上的增速力争是阿里大盘均速的 2 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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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今年对于合作伙伴的品牌综合服务收入会不会维持原来的水平？ 

答复： 

公司有信心保持服务费率基本稳定，服务费率略有下浮或者上升都在合理预

期范围内。 

 

13、今年会加大营销投入吗？ 

答复： 

今年营销费用不会过度加大，会更加强调精准营销。 

 

14、2 月份电商平台取消了情人节等活动，公司有没有其他措施去促进销

售？传统服装都加大了在自媒体，如抖音、快手上的推广，公司在这些新渠道

上有哪些布局？小袋公司的应收账款会不会增加？ 

答复： 

（1）小袋公司的应收账款不会增加。 

（2）活动销售不是我们主要赛道，我们基本是靠用户主动搜索的，我们的

流量来源是消费者的自然搜索，是消费者的刚需，主动购买的，这是我们不受大

盘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3）今年我们已经建立了直播方面的团队，阿里今年的重点是在天猫的店

播，我们现在要求绝大部分店铺在疫情结束后有店播。公司现在在打造店播的成

功案例，让大家可以模仿、分享。 

公司希望与抖音、快手等平台沟通，看是否可以战略合作，做成一个持续稳

定的供应链平台，否则只能把这些渠道作为营销工具，而不能作为订单稳定的销

售平台。 

 

15、直播平台的思路现在已经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答复： 

现在疫情期间，我们鼓励客户在天猫、拼多多、京东渠道做店播，我们现在

在准备店播的优秀案例。同步与快手、抖音平台沟通，在疫情结束后开辟相关渠

道，尝试外部渠道的销售。直播团队搭建方面，目前有数位候选人，都是来自各

大知名直播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基本在 3 月初会有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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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间互联最新情况？另外刚才张总提到的如果快手能形成平销，就可

能 all in，预计啥时能得出初步判断？判断的条件如何？ 

答复： 

（1）时间互联 1 月 31 开始网上办公，目前时间互联的工作、管理、业绩都

保持稳定、优化。业绩指标等完成得比较好。 

（2）公司跟快手管理层有预约对接，双方探讨是否在供应端和销售端形成

一个平衡的机会点、合作模式。 

 

17、公司除了防护和健康等新品在快速放量在其他大品类扩张上比如食品、

化妆品或者其它公司今年还有没有打算和计划？ 

答复： 

都有完整的计划，我们的食品、化妆品、宠物等品类的拓展都在筹备进行中。 

 

18、公司目前预期 GMV 恢复的节奏？ 

答复： 

预计 3 月中旬。 

 

19、快手渠道未来只销售我们自己的产品还是说我们会去培养 kol 去销售其

他品牌的商品？ 

答复： 

还在研究讨论中，目前没有定论。主要看快手等能不能支持平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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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调研人员信息表 

序号  公司 姓名 序号  公司 姓名 

1 宏利资管 李文琳 32 海通证券 严金瓯 

2 外贸信托 高旭枫 33 合正惠普 许彤 

3 檀真投资 李安宁 34 高毅资产 周龙 

4 华宝基金 胡戈游 35 中信自营 汪达 

5 汇添富基金 蔡志文 36 广发基金 刘格菘 

6 东方证券 徐卫 37 金辇投资 曹剑飞 

7 汇添富基金 李威 38 中银香港 陈佳楠 

8 富国基金 吴江 39 银河基金 余科苗 

9 广发证券 洪涛 40 中意资产 周陆 

10 国金证券 吴劲草 41 泓铭同道 崔丹维 

11 太平资产 郑伟 42 盘京投资 董常晨子 

12 中信证券 朱话笙 43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赵欣 

13 汇添富基金 雷鸣 44 汇添富基金 袁建军 

14 东方阿尔法 孙瑶月 45 玖龙资产 徐斌 

15 汇添富基金 赵鹏飞 46 沣京资本 欧海韬 

16 中信证券 唐思思 47 观富资产 唐天 

17 中欧基金 韩婧 48 中欧基金 刘伟伟 

18 中信资管 张晓亮 49 太平洋资产 赖宇鸥 

19 人保资产 田垒 50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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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信资管 罗翔 51 广州金控 黄勇 

21 嘉实基金 丁杰人 52 南京高楼门证券 殷海俊 

22 信达风投资 孙健芳 53 中银资管 李娜 

23 泓澄投资 刘锐 54 华夏财富创新 张婷 

24 交银施罗德基金 余李平 55 友邦中国 黄文婧 

25 檀真投资 龙飞 56 泓铭同道 王灿 

26 新活力资本 汪凌钰 57 中信保诚人寿资管 徐荃子 

27 润晖 林文浩 58 熠星投资 邹亚雄 

28 普信 白潇 59 华策影视 肖俨衍 

29 中信 王亚男 60 广发基金 姚铁睿 

30 保利南方 黄洁宜 61 中融信托 赵晓媛 

31 浙商基金 王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