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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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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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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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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进行半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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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创时尚 60360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璐 王立凡 

电话 020-39301538 020-39301538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银

沙大街31号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银

沙大街31号 



电子信箱 topir@topscore.com.cn topir@topscore.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851,197,450 1,822,187,109 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32,244,759 1,529,589,865 0.1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7,602,133 91,194,146 94.75 

营业收入 813,848,709 745,457,786 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0,654,894 57,331,776 7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0,240,469 52,638,856 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44 4.45 增加1.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26 0.2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26 0.20 3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488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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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高创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18 94,780,896 94,780,896 无 0 

广州番禺禾天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66 88,830,630 88,830,630 质押 7,477,400 

广州番禺尚见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37 52,414,908 52,414,908 质押 13,526,800 

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9 19,560,800 0 无 0 

广州创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2 15,740,466 15,740,466 无 0 



沈阳善靓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7 12,833,100 12,833,100 无 0 

潘迎久 境内自然人 0.99 3,886,400 0 无 0 

Sheng Dian Capital I

I, Limited 

境外法人 0.88 3,449,600 0 无 0 

刘江卫 境内自然人 0.19 754,040 0 无 0 

倪英 境内自然人 0.19 739,62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梁耀华和李林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二人与受梁耀

华控制的香港高创及受李林控制的番禺禾天于 2011年 12

月 7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梁耀华和李林确认自天

创有限设立以来至协议签订日，一致同比例间接持有天创

有限的股权，且双方一直担任天创有限的董事长与副董事

长，双方无论在香港高创层面还是在天创有限董事会层面

均采取和保持一致行动；自协议签订日起，梁耀华、李林、

香港高创、番禺禾天一致同意在发行人的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就任何事项进行表决时及股权转让和锁定方面采取一

致行动。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 5年，有效期

届满，如各方无变更或终止提议，本协议自动续期 5年，

依此类推。番禺禾天的控股股东李林是番禺尚见及广州创

源股东倪兼明的姐夫。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限售股股

东之间、限售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国内零售业近年来增速明显持续放缓，在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比较普遍的低增



长状况已成为新常态，尤以服饰、鞋履、配饰等行业普遍面临增长乏力、利润下滑的

局面，行业转型、产业升级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 2017 年上半年在宏观经济数据及

社会消费品零售指数呈现略微的增长，且据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统计，2017 年上半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3.1%，增速也

相比上年同期提升了 6.3个百分点，但增速放缓呈现的“弱复苏”能否持续，经济前

景的各种不确定、不明朗等因素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预期将持续带来负面影

响。在整体零售市场消费力持续减弱的大环境下，消费者风格偏好改变、传统零售渠

道变化、营销模式迭代更新等外部环境变化，给传统鞋服品牌零售商均带来严重挑战，

而新的增长点也逐步向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新兴的零售渠道与创新的营销模式等方向

转移。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激烈的竞争市场，公司始终围绕“以消费者用户为中心”，

报告期内以提升内部运营效率，面向未来全渠道新零售发展布局为工作重点，相应做

出以下举措： 

1. 优化结构提升效率 

在渠道方面，公司持续对各品牌及产品定位作审视，根据渠道结构变化、消费者

消费习惯变化等综合评估市场环境因素，持续优化实体店铺营销渠道布局。公司以提

升单店经营效率为核心，推行最小经营单元组织管理制，精准定位拓展优质店铺，报

告期内继续对综合效益低的店铺进行调整、置换、关闭，整合资源对重点店铺进行培

育，同时不断加强店铺运营管理与服务水平，重点提高单店盈利能力。在组织方面，

公司通过组织纵向一体化、扁平化调整, 划分最小经营单元压缩层级，激发经营单元

活力，优化工作流程，提升组织效率和组织效能。 

2. 继续推动全渠道运营信息化平台的搭建 

公司以阿里云及大数据新技术支撑构建了全渠道交易平台及商品运营平台，报告

期内继续推动该信息化平台的完善。在全渠道商品交易平台，公司完成了大部分自营

店铺全渠道前台 M-POS 上线，同时达成阿里及唯品会通在订单、商品、与库存方面的

第三方交易平台融通，实现了全渠道业务交易与相互业务的融通。在商品运营平台，

公司以实现设计、研发、商品、制造以及供应链的融通，达成从用户需求到设计、研

发、供应链等的协同及互动。在消费者运营平台，公司开启 CRM项目，推动用户数字

化，并建立了会员精准服务平台，以加强与会员及关键用户的互动、提高消费者粘性

与品牌忠诚度。 



3. 建立智能研发平台、开启智能化规模定制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全渠道中央商品生命周期运营产品研发端项目，提高产品研发

的精准性；实现产品的快速开发，并实现数字化、可视化管理。围绕研发数字化、供

应链柔性化的改造，公司定制生产线正式投产，并经过阶段性试产后实现了柔性化制

造与单件流，与此同时 tigrisso 品牌“专属定制”也正式面市，首批上线已实现 8

个型体 41个款 171 个 SKC的在线定制，智能化规模定制正式开启。 

4.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小子科技 100%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项目实施，完成了小子科技项目重组方

案以及各项相关报批文件的制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回复、证监会申请文件的报

送等一系列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布局上述重点工作，以匠心精神打造优质产品，以用户思维不

断深化服务体验，在产品与用户关联的环节通过组织变革缩短流程提升人效，以 IT

平台新技术为依托实现全产业链数字化运营平台，有效地提高运营效率。2017年上半

年，公司通过自有、代理的七个不同定位的鞋履、服饰品牌实现营业收入 8.14亿元，

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9.17%；通过产品集成研发管理、商品生命周期管理、和协同供

应链管理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提升商品周转速度，加强产品运营管理，实现综合毛利率

59.25%，较去年同期增长 0.61 个百分点；通过三级精简层级调整组织架构与业务流

程，提高组织效能，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1亿元，同比增长 75.57%。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并要求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上述文件规定，本公司自 2017年 6 月 12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年 8 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

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