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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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邱光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章军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章军荣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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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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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6,367,690.56 11,654,551,843.74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542,576,883.67 9,235,472,496.15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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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4,541,448.46 15.88% 7,123,803,051.37 1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89,390,958.76 20.48% 1,001,967,698.21 2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71,217,810.13 19.98% 958,203,149.67 20.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52,290,680.9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20.00% 0.37 19.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20.00% 0.37 19.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6% 上升 0.46 个百分点 10.71% 上升 1.08 个百分点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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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6,741.05 
主要系处置育翰（上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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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3,021.8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2,573,680.48 
公司本期向授信加盟商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21,702.4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5,890,990.47 公司本期取得理财产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588,182.85  

合计 43,764,54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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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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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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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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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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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光和 境内自然人 17.23% 464,400,000 348,300,000   

邱坚强 境内自然人 13.36% 360,042,552 270,031,912   

森马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7% 336,000,000    

邱艳芳 境内自然人 11.28% 304,000,000    

周平凡 境内自然人 11.28% 304,000,000 228,000,000   

戴智约 境内自然人 9.20% 247,957,448    

郑秋兰 境内自然人 4.45% 120,000,000    

邱光平 境内自然人 2.36% 63,558,600    

天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保

赢 1 号 

其他 0.66% 17,865,358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改

革动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16,27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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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森马集团有限公司 33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6,000,000 

邱艳芳 30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000,000 

戴智约 247,957,448 人民币普通股 247,957,448 

郑秋兰 1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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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光和 116,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100,000 

邱坚强 90,010,640 人民币普通股 90,010,640 

周平凡 7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000,000 

邱光平 63,558,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58,60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

赢 1 号 
17,865,358 人民币普通股 17,865,35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改

革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276,328 人民币普通股 16,276,3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光和、周平凡、邱艳芳、邱坚强和戴智约共同持有森马集团有

限公司 100%股权。2、前 10 名股东中，邱光和与邱坚强为父子关系，邱光和与邱艳

芳为父女关系，周平凡与邱艳芳为夫妻关系，邱坚强与戴智约为夫妻关系，郑秋兰与邱

光和为夫妻关系，邱光平与邱光和为兄弟关系。3、除前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公司其他

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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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

金额）（元） 

期初余额（或上期

金额）（元）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55,823,929.73 105,846,697.32 47.22% 主要系预付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4,868,978.49 50,092,011.92 129.32% 主要系支付基建工程保证金及租赁保证金所致 

存货 2,482,762,006.25 1,595,823,006.17 55.58% 主要系冬装新品入库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2,965,407.83 80,478,222.75 -83.89% 
主要系本期转让育翰（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

权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1,268,553,247.06 891,593,371.22 42.28% 主要系本期出租商铺转入所致 

在建工程 44,436,199.48 8,080,678.04 449.91% 主要系本期工业园建设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463,901,630.65 195,877,797.71 136.83% 主要系本期土地使用权确认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006,049.18 200,008,860.00 -96.50% 主要系预付土地款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22,000,000.00  ——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上海盛夏服饰有限公司银行借款

所致 

应交税费 378,997,350.25 262,371,170.40 44.45% 主要系本期收入、利润增长相应税费增长所致 

应付股利 3,635,100.00  —— 
主要系本期限制性股票尚未解锁，相应现金股利未

支付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086,211.63 24,928,827.78 -79.60% 
主要系投资ISE COMMERCE COMPANY LIMITED公司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324,853,888.71 243,255,575.56 33.54% 主要系本期加大研发投入、增加员工工资所致 

财务费用 -63,826,870.91 -124,155,779.10 —— 主要系本期银行定期存款到期较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9,384,142.52 287,150,677.02 -44.49% 主要系公司变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所致 

投资收益 57,679,137.21 23,034,245.46 150.41% 主要系本期到期理财产品较多所致 

营业外支出 
                     

4,360,801.36  

         

9,961,711.81  
-56.22%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55,302,480.90 257,667,502.03 37.89%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长相应应交所得税增长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9,622,512.03 -2,434,886.39 ——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上海盛夏服饰有限公司亏损

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9,842,616.15 37,430,333.74 —— 
主要系投资ISE COMMERCE COMPANY LIMITED公司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639,937,436.97 421,335,677.38 51.88% 

主要系本期加大研发投入、加大宣传力度以及增加

新品牌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0,000,000.00  —— 
主要系本期转让育翰（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

权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4,427,475,717.87 1,560,242,816.44 183.77%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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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384,182,251.37 118,997,212.13 222.85% 

主要系本期工业园建设支付款项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2,730,000.00 235,139,511.58 -81.83% 主要系本期投资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569,995,302.00 1,949,500,650.00 83.12%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100,000.00 103,772,056.03 -97.01% 主要系上期发行限制性股票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2,000,000.00  ——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上海盛夏服饰有限公司银行借款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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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诉讼事项 

2014年9月11日，因公司所购株洲金冠服饰文化传媒大楼房产（期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52,126,979.17元）比合同约定时

间延迟交付、至今尚未办出房产权证，遂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赔偿本

公司逾期交房违约金、逾期办理房产权证滞纳金合计13,270,750.00元。 

2015年4月28日，法院一审判决如下：一、金冠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森马公司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

3,144,650.00元；二、金冠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森马公司支付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的办证违约金

1,983,800.00元，2014年7月31日以后的办证违约金，以购房款54,500,000.00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一标准支付至涉案房屋产

权证实际办理之日止。 

公司因不服一审判决再次上诉，2015年8月31日，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0月26日，公司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收回违约金。目前公司尚未收回该笔违约金。 

2016年2月24日，我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截止2016年9月30日，我司尚未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或驳回我

司申请的通知书。 

(二)对外投资事项 

2015年8月17日，公司同CDH Photography Limited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以4372.21万元受让CDH PhotographyLimited

所持有的小鬼当佳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23%的股权，截止2016年9月30日，股权转让正在办理中。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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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森马集团有

限公司 
 

森马集团不再在境内外申请任何与"森马 

SEMIR"品牌、"巴拉巴拉 balabala"品牌相

关的商标或专利，亦不再申请与服饰业务

相关的任何商标或专利。 

2011 年 03

月 11 日 
 

截止到本

报告期

末，前述

承诺事项

仍在严格

履行中。 

戴智约;邱

光和;邱艳

芳;森马集

团有限公

司;周平凡;

邱坚强 

 

1、本承诺方及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或经济组织（不含发行人，下同）目前没

有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2、

本承诺方（包括促使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

企业或经济组织）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发行人的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

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

不投资、收购、兼并与发行人的业务或者

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3、如果发行人在其现有

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

围，与本承诺方（包括本承诺方控制的其

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其时经营的业务或者

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本

承诺方（包括促使本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

业或经济组织）同意发行人对该等业务在

同等商业条件下享有优先收购权；4、对

于发行人在其现有业务范围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的其它业务，而本承诺方（包括本

承诺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其时

尚未从事的，本承诺方（包括促使本承诺

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从事与

发行人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且若本承诺

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其时的

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优先

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发行人。 

2011 年 03

月 11 日 
 

截止到本

报告期

末，前述

承诺事项

仍在严格

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0.00% 至 3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34,924.08 至 175,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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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4,924.0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儿童业务稳定增长及互联网业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公司的业绩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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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56,148,284.91 -5,770,236.93 6,760,397.94 0.00 0.00 6,760,397.94 62,908,682.85 
自有

资金 

合计 56,148,284.91 -5,770,236.93 6,760,397.94 0.00 0.00 6,760,397.94 62,908,682.85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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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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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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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7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6-7 

2016 年 08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2016-8 

2016 年 09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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