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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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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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4,578,011.18 12,948,055,130.76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002,006,227.14 9,993,072,580.61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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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162,040.54 11.24% 8,042,247,487.37 1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78,168,209.51 -2.29% 1,012,077,430.68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66,774,947.43 -0.94% 959,340,999.36 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10,967,356.28 —— 628,636,951.6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0% 0.38 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0% 0.38 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0% 下降 0.36 个百分点 9.96% 下降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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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1,169.97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主要为处

置固定资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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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18,507.6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6,756,416.00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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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5,974.6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4,323,865.81 理财产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587,553.38  

合计 52,736,43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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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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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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 464,400,000 348,300,000   

邱坚强 境内自然人 13.37% 360,042,552 270,031,912 质押 131,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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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304,000,000    

周平凡 境内自然人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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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境外法人 0.89% 23,902,206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五组合 
其他 0.64% 17,27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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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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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秋兰 1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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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23,902,206 人民币普通股 23,902,20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17,276,708 人民币普通股 17,27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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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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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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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应收款 155,975,048.63 95,799,255.34 62.81% 
主要系支付供应商保证金增加所

致 

存货 3,361,311,713.93 2,203,123,178.60 52.57% 

主要系为应对秋冬装销售规模明

显增长，以及双十一电商销售增

长而备货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4,207,250.44 7,491,721.49 -43.84%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待摊费

用摊销所致 

在建工程 574,573,834.31 187,824,320.59 205.91% 

主要系浙江嘉兴物流仓储基地、

浙江森马电子商务产业园、上海

森马园区二期等建设项目投资增

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678,462.80 58,000,000.00 33.93% 
主要系预付俺来也（上海）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款所致 

短期借款 16,000,000.00 30,000,000.00 -46.67% 主要系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470,366,006.26 310,025,752.36 51.72% 
主要系备货增加，相应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656,430,918.08 1,216,231,330.80 36.19% 
主要系备货增加，相应采购应付

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77,501,153.52 83,582,937.37 112.37% 主要系预收加盟商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25,876.65 8,032,386.98 -94.70%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

额减少所致 

预计负债 365,446,314.60 564,052,612.40 -35.21% 
主要系预计加盟商期后退货减少

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22,900,205.96 —— 
主要系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转入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库存股 19,637,262.60 46,215,322.80 -57.51% 

主要系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考核

期业绩不达标，回购部分限制性

股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565,027.88 891,318.60 524.36% 

主要系投资ISE COMMERCE 

COMPANY LIMITED公司的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 4,014,506.48 5,793,873.64 -30.71%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上海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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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有限公司亏损所致 

投资收益 39,169,012.58 57,679,137.21 -32.09% 
主要系本期到期理财产品减少所

致 

其他收益 23,518,507.60  —— 

主要系执行财政部2017年5月10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重

分类至本项目所致 

营业外收入 3,752,673.55 10,012,851.35 -62.52% 

主要系根据会计准则将营业外收

入中的政府补助部分重分类至其

他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8,027,478.26 4,360,801.36 84.08%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4,673,709.28 -19,842,616.15 —— 

主要系投资ISE COMMERCE 

COMPANY LIMITED公司的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所

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520,057.00 70,000,000.00 -89.26% 

主要系上期转让育翰（上海）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本期收回

对盛坤聚腾（上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投资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1,088,971.40 112,527.19 867.74%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340,362,050.80 4,427,475,717.87 133.55%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526,318,851.29 384,182,251.37 37.00% 
主要系本期支付在建工程款增加

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9,640,992,620.00 3,569,995,302.00 170.06%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7,280,000.00 3,100,000.00 134.84%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投入

资本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000,000.00 22,000,000.00 -63.64%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上海盛夏服饰

有限公司本期取得银行借款减少

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2,000,000.00  ——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上海盛夏服饰

有限公司归还上期银行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009,326,247.85 670,123,866.25 50.62% 

主要系本期派发现金股利增加所

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5,740,278.40  —— 

主要系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考核

期业绩不达标，支付回购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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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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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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74,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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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2月24日，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尚未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受理

或驳回公司申请的通知书。 

2.对外投资事项  

(1)公司子公司上海森马投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与俺来也（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协

议》，增资48,000,000.00元，拟增持股权至6.09%，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支付完毕。公司又于2017年3月与

俺来也（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协议》，增资24,000,000.00元，拟增持股权至7.09%，公司于

2017年4月10日支付完毕，截至2017年9月30日，上述股权变更正在办理中。 

(2)公司子公司上海森马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分享鑫空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订《投资协议》，以20,000,000.00元对其投资并持有其36.364%股权，上述股权变更已于2017

年8月18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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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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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森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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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

告期末，前

述承诺事

项仍在严

格履行中。 

森马集团有

限公司；邱

光和；周平

凡；邱坚强；

邱艳芳；戴

智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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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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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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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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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至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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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99,855.69 至 142,650.99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42,650.9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本年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人员薪酬，以及电商业务发展导致费用增加较大； 

2. 下半年以来公司加大了对加盟商的支持力度，以及存货增加相应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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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612.37 7,398,819.61    63,547,104.52 
自有

资金 

合计 56,148,284.91 6,231,612.37 7,398,819.61 0.00 0.00 0.00 63,547,10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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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8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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