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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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书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瑶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万颖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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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4,779,007.90 14,758,025,664.65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796,479,152.11 5,593,151,283.17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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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5,758,566.99 3.75% 12,938,758,818.58 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6,755,777.83 50.25% 491,599,461.54 3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0,318,922.21 33.96% 435,559,649.52 4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06,130,568.35 -21.08% -10,909,665.86 -103.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50.00% 0.61 3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50.00% 0.61 3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上升 0.67 个百分点 8.66% 上升 2.06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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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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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9,248.3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6,019,014.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15,8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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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9,080,838.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20.83  

合计 56,039,81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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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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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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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40% 347,257,000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53% 204,294,900    

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17,011,62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2,310,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

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4% 7,500,50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其他 0.77% 6,199,928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注]

 
境外法人 0.70% 5,598,69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1% 4,889,452    

易江婷 境内自然人 0.49% 3,936,400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鹏华基金公司混合型

组合 

其他 0.41% 3,29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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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47,2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57,000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204,29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294,900 

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7,011,624 人民币普通股 17,011,62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31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10,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稳健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0,509 人民币普通股 7,500,50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6,199,928 人民币普通股 6,199,928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5,598,699 人民币普通股 5,598,69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89,452 人民币普通股 4,889,452 

易江婷 3,936,400 人民币普通股 3,936,400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鹏华基金公司混合型组合 
3,299,954 人民币普通股 3,299,9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注：五龙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RQFII 投资专户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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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连锁发展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持续拓展门店网络，新开长沙天虹 CC.Mall 沙湾公园店，以及 18 家便利店，将 3 家超

市升级为 sp@ce。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进驻广东、江西、湖南、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四川共计 8 省/市的 21 个

城市。公司经营综合百货 66 家（含 2 家天虹特许经营门店），营业面积约 193 万平方米；经营购物中心 7

家，营业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经营便利店 164 家。 

2017 年前三季度，公司可比店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80%（受门店业态调整，增加体验业态面积的影响），

可比店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2.98%。 

区域 2017 年 1-9 月可比店营业收入同比变动 2017 年 1-9 月可比店利润总额同比变动 

华南区 -3.29% 0.45% 

东南区 -4.49% 13.55% 

华中区 3.43% 36.66% 

华东区 -2.16% 1.64% 

北京 -5.39% 51.38% 

成都 -4.41% 34.49% 

购物中心 3.58% 49.84% 

君尚 1.05% 77.27% 

合计 -1.80% 12.98% 

注：可比店指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前开设的门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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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及负债状况分析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变动原因 
金额 幅度 

货币资金 3,273,649,326.91  4,968,114,468.63  -1,694,465,141.72  -34.1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支

付收购苏州工业园区海天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款、短期理财产品投

入增加以及支付股东股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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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77,357,365.62  55,376,853.61  21,980,512.01  39.6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大

客户销售额较年初增加。 

应收利息 761,605.98  441,221.29  320,384.69  72.6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应

收贷款利息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109,660,262.49  366,700,976.39  -257,040,713.90  -70.1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鹰

潭购物中心项目交付，预

付购建款结转至固定资

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312,742,488.77  150,956,063.39  161,786,425.38  107.1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子

公司深圳市天虹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增加。 

固定资产 3,290,291,879.51 2,109,324,643.60 1,180,967,235.91 55.9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收

购苏州工业园区海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商誉 278,616,663.57    122,507,767.30  156,108,896.27    127.4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3,990,596.54 10,896,771.07 163,093,825.47 1496.7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403,025.01  72,231,636.34  -39,828,611.33  -55.1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职

工薪酬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转回。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变动原因 
金额 幅度 

营业收入 12,938,758,818.58  12,356,554,539.37  582,204,279.21  4.71%   

营业成本 9,582,289,652.11  9,267,828,070.13  314,461,581.98  3.39%   

销售费用 2,461,573,454.24    2,351,876,236.00  109,697,218.24    4.66%   

管理费用 247,481,939.60  234,244,201.27  13,237,738.33  5.65%   

财务费用 -16,869,763.41  -1,309,649.21  -15,560,114.20  -1188.1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

定期存款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728,923.07  3,928,266.41  -1,199,343.34  -30.53% 
主要原因是本报期内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 

投资收益 65,929,888.00  48,161,183.37  17,768,704.63  36.8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

增加短期理财产品投

入。 

营业外支出 24,891,185.94  7,761,656.94  17,129,529.00  220.6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

前海天虹调整经营面积

增加损失。 

所得税费用 165,362,782.08    138,917,723.25  26,445,058.83    1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909,665.86  344,734,513.63  -355,644,179.49  -103.1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

到售房款减少和发放贷

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76,964,625.26  -1,584,530,241.61  207,565,616.35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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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8,787,248.60  -445,712,842.79  156,925,594.19  35.2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

支付股利减少。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676,824,661.80  -1,685,508,570.77  8,683,908.97  -0.52%   

三、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7 年 7 月 11 日，公司分别与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公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了《合并协议》，将吸收合并其全部资产、负债和权益。目前，该事项正在办理中。 

2、2017 年 8 月 31 日，公司与深圳市龙华郭吓股份合作公司、罗运光、卓建斌、黄展杰签订了《续租

合同》，继续租赁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观路联华世纪商业广场 1-6 层部分物业，面积约 1.98

万平方米，续租期限为 10 年，用于继续经营深圳龙华天虹商场。 

3、2017 年 9 月 1 日，公司与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委托其对天虹总部

大厦地下负一至负四层、地上一层大堂、九层至二十层写字楼及二十层天面的部分物业实行物业管理，合

作期限五年。 

4、2017 年 9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收购李满所持有的深圳市天虹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额贷公司”）0.5249%股权。2017 年 9 月 18 日，小额贷公司股权的《资

产评估报告》已获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备案确认。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与李满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目前，该事项正在办理中。 

5、2017 年 9 月 15 日，吉安铜锣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主”）与公司友好协商，双方研

究决定将公司吉安铜锣湾广场项目的合作方式由租赁变更为加盟，公司下属的吉安市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

司与业主签订了《关于解除租赁关系的协议》；同日，公司下属的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与业主签订了

《吉安铜锣湾广场项目特许经营合同》，合作期限仍为 20 年。目前，该门店尚未开业。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2017-30） 2017 年 6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委托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物业管理的关

联交易公告（2017-041） 
2017 年 8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17-049） 2017 年 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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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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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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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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

已向本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主要承

诺条款如下： 

1、中航工业（包括中航工业的全资、控股企业或

其他关联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天虹商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

同或类似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在股份公司依法存续期间且中航工业仍然为股份

公司实际控股人或间接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

份的情况下，中航工业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股份公司构成同业竞

争。 

2、中航工业仍然为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或间接持

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期间，若因中航工业或

股份公司的业务发展，而导致中航工业的业务与

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中航

工业同意股份公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

等业务所涉及资产或股权，和/或通过合法途径促

使中航工业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

企业向股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或中

航工业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中航工业的

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

业竞争。 

3、如因中航工业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司造成

损失的，中航工业同意对由此而给股份公司造成

的损失予以赔偿。 

2009 年 02

月 26 日 

在股份公司

依法存续期

间且中航工

业仍然为股

份公司实际

控股人或间

接持有股份

公司 5%以上

股份的情况

下。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中国航空技

术深圳有限

公司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技

深圳公司”）已向本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承诺如下： 

1、中航技深圳公司（包括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

或其他关联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天虹商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主营业务

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在股份公司依法存续期间且中航技深圳公司仍然

为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或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

股份的情况下，中航技深圳公司将不以任何方式

2008 年 10

月 30 日 

在股份公司

依法存续期

间且中航技

深圳公司仍

然为股份公

司第一大股

东或持有股

份公司 5%以

上股份的情

况下。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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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有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股份公司构

成同业竞争。 

2、在中航技深圳公司仍然为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

或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期间，若因中航技

深圳公司或股份公司的业务发展，而导致中航技

深圳公司的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

能构成同业竞争，中航技深圳公司承诺，股份公

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

或股权，或中航技深圳公司通过合法途径促使中

航技深圳公司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

联企业向股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股权，或中航

技深圳公司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业务进

行调整，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3、如因中航技深圳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

司造成损失的，中航技深圳公司同意对由此而给

股份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五龙贸易有

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已向本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五龙贸易有限公司（包括控制的全资、控股企

业或其他关联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天虹商

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主营业

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

争。在股份公司依法存续期间且五龙贸易有限公

司仍然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下，五龙

贸易有限公司承诺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

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股份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2、在五龙贸易有限公司仍然持有股份公司 5%以

上股份期间，若因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

的业务发展，而导致五龙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与

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股份公司有权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或五龙

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合法途径促使五龙贸易有限公

司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股

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股权，或五龙贸易有限公

司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业务进行调整，

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3、如因五龙贸易有限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

公司造成损失的，五龙贸易有限公司同意对由此

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2008 年 10

月 30 日 

在股份公司

依法存续期

间且五龙贸

易有限公司

仍然持有股

份公司 5%以

上股份的情

况下。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高书林、宋 其他承诺 承诺在职期间不组织、不参加任何与本公司有直 2008 年 10 在职期间。 承诺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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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明、侯毅、

吴健琼、孙

金成、万颖、

陈瑀 

接竞争关系的公司；杜绝任何不正当使用公司商

业秘密的行为。并承诺没有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

的对外投资。 

月 30 日 遵守了所

作的承诺。 

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高

书林、宋瑶

明、侯毅、

吴健琼、孙

金成、万颖

以及职工监

事陈瑀 

股份限售承

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职工监事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公司股票上市满三年后，每年转让

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离职半年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

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其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50%。 

2009 年 2

月 18 日 
长期有效。 

承诺人均

遵守了所

作的承诺。 

中国航空技

术深圳有限

公司；五龙

贸易有限公

司；中国航

空技术国际

控股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在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国际”）、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及五龙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龙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签署的《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之契

约》有效期间及不重大损害五龙公司利益的前提

下，五龙公司不可撤销地、不设限制地及无偿地

向中航国际或其指定公司授予其持有的 9602.4 万

股公司股份(包括其它所有不时与因任何股份之

分拆、合并、转增、送股﹑重整股份面额或股份

重新分类所产生的股份﹑或认购公司股份或无偿

接受公司股份之权利(如有))（以下简称“该等股

份”）的所有于公司股东大会或任何股东决议的任

何事项的股东决策、投票权，并确认中航国际或

其指定公司可随其绝对酌情权自由行使(或不行

使)该等投票权而不受任何限制；除非获中航国际

事先书面同意，五龙公司不得以任何其它方式行

使其就该等股份在公司的股东决策﹑投票权。 

2013 年 9

月 23 日 

在《关于天虹

商场股份有

限公司之契

约》有效期

间。 

承诺人均

遵守了所

作的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 -- -- -- -- --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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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五、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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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00% 至 5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52,411.06 至 78,616.59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2,411.0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零售企业变革进入深水区，公司已具备丰富

灵活组合创新业态的能力、继续推进主题内容编辑、积极应用新兴

技术。将进一步强化实体店体验，继续推进数字化运营，同时大力

发展供应链推动经营内容和经营模式升级。 

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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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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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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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8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天虹股份 2017 年 8 月 2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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