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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玉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凌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施逸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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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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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806,348,366.91 4,549,248,714.71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50,711,552.19 3,738,582,158.34 13.7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12,778,700.10 24.89% 2,647,173,155.23 2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5,876,565.20 36.89% 602,097,840.83 3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4,208,165.29 34.92% 565,759,856.69 3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1,781,097.22 43.09% 291,933,205.26 43.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50.00% 0.25 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50.00% 0.25 3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1% 8.77% 15.05% 7.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34.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284,818.7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1,757,546.2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585,643.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366,787.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571.43  

合计 36,337,984.1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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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 经营情况 

南极电商以电商渠道为主，用品牌授权和产业链服务打造——领先的消费品创新企业。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流量、效率、价值链、数据赋能、组织、文化、分享和风控等八个方

面提升公司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继续夯实公司竞争壁垒。 

(一) 消费端概况 

1. 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主要品牌南极人以家庭为场景，向阿里、京东、社交电商、唯品会等各电

商渠道上的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穿透消费层级和消费周期的有个性的基础款产品。公司在各电

商渠道 GMV 达 168.08 亿元，同比增长 59.46%。其中南极人品牌 GMV 为 145.21 亿元，同比增长

65.03%。 

南极人品牌是中国以电商渠道为主的、领先的消费品品牌。 

2. 公司及时顺应电商渠道流量规则，继续推行大店策略，效果显著。 

 

南极人品牌爆款的能力+丰富的供应链+快速反应，迅速地形成了店铺的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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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 年前三季度，在阿里平台南极人优势品类“女士内衣/男士内衣/家居服”GMV 为 34.56 亿元，

去年同期GMV为22.73亿元，同比增加52.04%，市场占有率位列该细分行业第一；“床上用品”GMV

为 21.39 亿元，去年同期 GMV 为 13.17 亿元，同比增加 62.41%，市场占有率为 7.62%，去年同期

市场占有率位列该细分行业第一。 

南极人优势品类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且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二) 公司的品牌授权 

公司的所有生产和销售都由供应商、经销商负责。 

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合作供应商 985 家；合作经销商 4,321 家，授权店铺 5,559 家。公司延续店

铺分层战略，综合大店做“爆款及爆款群”，腰部店铺依托供应链体系做分销，小店铺进行种草，这

种分工更充分地体现了电商渠道流量规则变化下，综合大店兴起的趋势。公司顺势而为，继续推行

大店策略，同时通过产业链路由器支持腰部店铺做分销，并对经营不善的、有负面清单行为的店铺

实施退出机制。 

(三) 公司的品牌管理 

品牌图库共享服务 

公司借鉴迪士尼、Hello Kitty 的成功经验，更为重视品牌形象的升级与推广。报告期内，公司已经

建立了丰富的产品包装和物流包装的图库供合作伙伴使用，包含大纺织类图库 43 款包装、健康生活

类图库 79 款包装、大母婴类图库 20 款包装。既满足合作伙伴的个性化需求，又符合公司品牌形象

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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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品牌分析 

公司的主要品牌包括南极人、卡帝乐鳄鱼、精典泰迪。 

1. 南极人品牌的定位是大众的家庭生活方式品牌，公司力争成为以电商渠道为主的、领先的消费品

创新企业。2019 年前三季度，南极人品牌 GMV 达 145.21 亿元，同比增长 65.03%，已经成为电商

大众领导品牌之一。 

2. 卡帝乐鳄鱼品牌的定位是年轻人喜欢的国际潮流品牌，为消费者提供国际化的时尚度和品质和可

接受的价格，力争成为细分领域的影响力品牌。2019 年前三季度，卡帝乐鳄鱼品牌 GMV 达 20.08

亿元，同比增长 37.11%。 

3. 精典泰迪品牌的定位是国际 IP 品牌，专注于母婴、IP。力争成为 IP 品牌合作的典范。2019 年前

三季度，精典泰迪品牌 GMV 达 1.49 亿元，同比增长 54.31%。 

(五) 渠道分析 

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店铺在各电商平台业绩表现如下： 

1. 在阿里渠道实现的GMV为111.36亿元，同比增长50.93%，占比66.25%； 

2. 在京东渠道实现的GMV为26.59亿元，同比增长36.47%，占比15.82%； 

3. 在主要社交电商渠道实现的GMV为21.53亿元，同比增长131.81%，占比12.81%； 

4. 在唯品会渠道实现的GMV为7.46亿元，同比增长198.93%，占比4.44%。 

公司品牌在电商全渠道均衡发展。 

基于公司品牌庞大的用户基数、极具竞争力的产品性价比、丰富的供应链及对电商渠道

流量规则变化的准确掌握，公司产品广受中国各级消费者喜爱，预计 2019 第四季度公司

的 GMV仍将保持较高速增长。公司力争成为中国领先的消费品创新企业。 

(六) 时间互联经营分析 

1. 流量平台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时间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间互联”）

不断巩固原有主流媒体的合作优势，成为小米信息流中小客户独家代理商；成为腾讯应用宝流量

消耗排名第一的核心代理商；凭借持续优质的客户服务和行业口碑，获得了VIVO电商金融行业流

量消耗排名第一的核心代理商。在巩固原有合作媒体的同时，时间互联成为了今日头条抖音系媒

体的核心代理商，开始发力短视频信息流媒体的拓展。 

2. 广告客户方面：严格筛选客户资质，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营风险；

同时，报告期内新拓展客户135家，在维系原有电商、网服、金融、教育工具等行业APP客户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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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拓展H5类型客户，丰富客户类别，获取新的业绩增长点。 

(七) 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1. 收入、净利润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业绩表现如下： 

南极电商实现营业收入 101,277.87 万元，同比增长 24.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87.66

万元，同比增长 36.89%。 

●公司本部1的营业收入为 25,499.99 万元，同比增长 33.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246.54 万元，同比增长 42.13%； 

●时间互联的营业收入为 75,777.88 万元，同比增长 22.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41.12 万元，同比增长 13.96%。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的品牌授权及综合服务业务收入合计为 23,249.33 万元，同比增长 42.53%；

其中品牌综合服务业务收入为 21,655.07 万元，同比增长 41.41%；经销商品牌授权业务收入 1,594.26

万元，同比增长 59.87%。 

该项收入增长率低于同期 GMV 增长率主要原因是： 

●新品类的扩充，综合服务收费率较低； 

●来自社交电商平台的 GMV 明显高于平均增速，但对应的综合服务费率较低； 

●公司对于生产竞争激烈类目产品的供应商提供优惠政策。 

从短期来看，公司 GMV 增长率、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会有一定的波动，但从中长期看，公

司的 GMV 增长率、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预计会趋合理。 

2. 应收账款持续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对应收帐款的管理。 

●公司品牌授权及综合服务业务的应收账款净额为 40,465.02 万元,同比增长 23.67%，低于该业务收

入的同比增长率； 

●公司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净额为 31,225.05 万元,同比减少 30.97%； 

●时间互联业务应收账款净额为 24,655.70 万元,同比减少 9.54%。 

公司本部应收账款通过提升供应商管理水平、完善业务人员绩效考核体系等方式，使应收账款问

题较大程度得到改善，应收账款同比增长速度低于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速度。公司通过常态化的

                                                                 
1 公司本部指上市公司除北京时间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外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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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跟踪管理最大限度确保应收账款的良性回款。 

3.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29,193.32 万元，同比增长 43.09%；其中，时间互联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 1,470.96 万元，而去年同期为-10,317.87 万元。 

三、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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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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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祥 境内自然人 24.94% 612,159,216 491,174,617 质押 135,390,000 

吴江新民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3% 133,229,616    

朱雪莲 境内自然人 2.75% 67,606,947    

蒋学明 境内自然人 2.41% 59,245,050  质押 59,245,050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成长焦点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30% 56,448,979    

上海丰南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56,339,130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八组合 
其他 2.23% 54,647,074    

刘睿 境内自然人 2.01% 49,346,186 41,178,998 质押 31,259,998 

东方新民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 40,830,000  质押 40,830,000 

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二三

组合 

其他 1.62% 39,800,09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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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33,229,616 人民币普通股 133,229,616 

朱雪莲 67,606,947 人民币普通股 67,606,947 

蒋学明 59,245,050 人民币普通股 59,245,05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448,979 人民币普通股 56,448,979 

上海丰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6,339,130 人民币普通股 56,339,13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54,647,074 人民币普通股 54,647,074 

东方新民控股有限公司 40,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830,00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二三组合 
39,800,096 人民币普通股 39,800,096 

冷国强 37,204,074 人民币普通股 37,204,07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5,231,249 人民币普通股 35,231,2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玉祥、朱雪莲为夫妻，与上海丰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蒋学明与东方新民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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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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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31,912.57万元，较年初减少73.18%，减少87,062.84万元，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增加所致，报告期末投资理财产品金额较年初净增加105,600.00万元。 

2.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97,629.13万元，较年初增加34.74%，增加25,170.77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业务扩张，

营业收入增加所致。其中，品牌综合服务业务应收账款余额净减少1,375.55万元，保理业务应收账款

余额净增加14,539.77万元，时间互联应收账款余额净增加额为12,683.15万元。 

3.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36,202.10万元，较年初减少34.51%，减少19,077.68万元，主要系公司加强了对互联

网媒体投放平台业务预付账款的管理。 

4.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8,934.04万元，较年初增加49.27%，增加2,949.08万元，主要系互联网媒体投放平

台业务中支付给媒体的保证金金额增加所致，与公司该类业务扩张相关。 

5. 报告期末存货541.64万元，较年初增加61.12%，增加205.48万元，主要系2019年新增卡帝乐鳄鱼线下

童装业务所致。 

6. 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3,546.77万元，较年初减少92.71%，减少45,138.23万元，主要系2019年公司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理财产品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2018年末理财产品金额为45,000.00万元。 

7. 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235.08万元，较年初增加2054.45%，增加224.17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办

公楼装修费用。 

8. 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803.93万元，较年初减少46.40%，减少696.01万元，主要系公司待留抵进项

税额减少所致。 

9. 报告期末短期借款12,036.00万元，较年初增加71.06%，增加5,000.00万元，主要系子公司时间互联新

增银行借款5,000.00万元。 

10. 报告期末应付账款8,935.72万元，较年初增加71.68%，增加3,730.82万元，主要系时间互联业务扩张、

采购增加所致。 

11. 报告期末预收款项16,347.34万元，较年初减少55.79%，减少20,627.73万元，系公司2018年度时间互联

某客户在某流量渠道业务采用预收款方式进行结算，年初该客户在该流量渠道预收款金额为19,100.00

万元，本报告期末时间互联与该客户在该流量渠道终止合作，故预收金额下降较多。 

12.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2,712.46万元，较年初减少59.18%，减少3,932.09万元，系上年年末计提了较多企业

所得税所致。 

13. 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11,203.91万元，较减少33.01%，减少5,519.91万元，主要系向时间互联原股东支

付股权收购尾款6,883.20万元所致。 

14. 库存股15,168.62万元，较增加124.42%，增加8,409.56万元，系本年公司新增回购股票所致。 

15. 报告期末少数股东权益0万元，较期初减少2,568.66万元，主要系公司购买子公司Cartelo Crocodile Pte 

Ltd（卡帝乐鳄鱼私人有限公司）剩余5%股权所致，收购后公司对该子公司全资控股。 

 

（二）利润表项目： 

1.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101,277.8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4.89%，增加20,187.22万元，主要系目前公司稳

健发展，品牌综合业务服务收入以及移动互联网媒体投放平台业务收入较上期分别增加6,345.76万元

和13,841.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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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72,633.1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4.61%，增加14,343.55万元，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张，

收入增加导致成本增加。 

3.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2,660.32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8.86%，减少1,078.99万元，主要系广告费支出下降

所致。 

4.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2,292.16万元，较增加35.15%，增加596.13万元，主要系公司业务扩张、人员成本增

加支出。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 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9,193.32万元，去年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01.18万元，现金净流入增加8,791.51万元，经营质量持续向好。 

2. 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2,693.25万元，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累计净增加所致。 

3. 年初至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896.09万元，去年同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21.62万元，净流出较上期同比减少19,925.52万元，主要系上期偿还较多长期贷款及分配股利所致，

本期未发生。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9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16,956,927份,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454,870,403股的0.69%。其中首

次授予13,747,200 份，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股票期权总数的81.07%，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454,870,403 股

的 0.56%；预留 3,209,727 份，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股票期权总数的18.93%，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2,454,870,403 股的 0.13%。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124 人，包括在公司（含子公  司，下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2019 年 09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9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和2018年10月8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以实施员工激励的预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回购

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总金额不低于1.5亿元、不超过3亿元（含3亿元）人民币，回

购价格不超过11元/股（含11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详见2018-115

《回购报告书》。 

2、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已回购公司股份数量16,956,9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购买的最高成交价为10.989元/股，购买的最低成交价为6.895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51,655,831.53

元（不含交易费用）。 

3、本报告期，公司未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公司股份。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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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信托产品 
50,000,000

.00 
     

50,000,000.

00 
自有资金 

其他 
781,000,00

0.00 
  

1,985,000,000.

00 

1,310,000,0

00.00 

9,153,166.1

7 

1,456,000,0

00.00 
自有资金 

其他 240,057.98    140,057.98  100,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831,240,05

7.98 
0.00 0.00 

1,985,000,000.

00 

1,310,140,0

57.98 

9,153,166.1

7 

1,506,100,0

00.00 
--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45,600 145,600 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000 5,000 0 

合计 150,600 150,6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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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8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2019 年 8 月 23 日于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披露的《2019

年 8 月 22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玉祥 

2019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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