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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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幼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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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21,237,390.69 4,751,270,899.79 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8,015,119.16 222,852,176.66 3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2,594,486.46 206,082,583.56 32.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53,501.54 -652,369,541.03 98.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8 3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28 3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3% 3.91% 上升 0.9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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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21,872,091.69 15,406,830,962.35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20,924,764.56 6,023,034,033.70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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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18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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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8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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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32,207.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16,493.98  

减：所得税影响额 7,773,930.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3.88  

合计 25,420,63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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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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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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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53% 204,294,900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8% 19,827,969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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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2,310,900 0 ——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1.00% 8,000,072 0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文

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6,879,590 0 —— ——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其他 0.77% 6,199,928 0 —— ——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70% 5,598,699 0 —— ——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58% 4,614,227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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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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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827,969 人民币普通股 19,82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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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8,000,072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文体健康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879,590 人民币普通股 6,87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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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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4,614,227 人民币普通股 4,614,2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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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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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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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门店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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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个

城市，共经营各业态门店 291 家，面积合计逾 264 万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地区 

业态 

百货 超市 购物中心 便利店 

数量（家） 建筑面积（m
2） 数量（家） 建筑面积（m

2） 数量（家） 建筑面积（m
2） 数量（家） 建筑面积（m

2） 

华南区 37 893,208 39 182,436 2 164,667 118 9,253 

华中区 18 472,081 20 99,211 2 115,025 0 0 

东南区 5 127,582 5 20,279 1 52,173 27 3,335 

华东区 4 139,779 3 12,215 3 226,825 0 0 

北京 3 72,635 2 12,164 0 0 0 0 

成都 1 31,065 1 8,760 0 0 0 0 

合计 68 1,736,350 70 335,065 8 558,690 145 12,589 

注：公司根据门店商圈、顾客需求及竞争对手等情况，规划相应的业态，单家门店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业态，公司按以下口径

进行统计： 

1、百货业态仅指综合百货店中的百货业态； 

2、超市业态指综合百货店的超市业态以及购物中心店中的超市业态和独立超市； 

3、购物中心业态指购物中心店中除超市业态外的其他部分。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拓展门店网络，新开长沙宁乡天虹、上饶余干天虹购物中心共 2 家门店以及 6 家

便利店，关闭便利店 9家。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门店 业态 地区 地址 开业日期 
面积

（m
2） 

经营方式 物业权属 

长沙宁乡天虹 综合百货店 百货/超市 华中区 湖南省长沙市 2018 年 2 月 3 日 28,537 直营 租赁物业 

上饶余干天虹

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店 

购物中心 /

超市 
华中区 江西省上饶市 2018 年 2 月 4 日 55,411 直营 租赁物业 

注：综合百货店指同时经营百货业态、超市（如有）业态的门店。 

业态 地区 直营便利店数量 加盟便利店数量 合计 

便利店 华南区 4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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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区 1 1 2 

合计 5 1 6 

2、门店项目签约情况 

门店项目 地区 地址 面积（m
2） 签约时间 签约期限 

经营方

式 
备注 

上饶广丰龙华世纪广

场项目 
华中区 江西省上饶市 54,000 2018 年 1 月 10日 20 年 直营  

永州金盘世界城项目 华中区 湖南省永州市 100,000 2018 年 1 月 18日 20 年 直营  

深圳布吉天虹 华南区 广东省深圳市 16,984 2018 年 1 月 22日 8 年 直营 门店续约 

苏州吴江财智商业中

心项目 
华东区 江苏省苏州市 63,000 2018 年 3 月 16日 20 年 直营  

泰州医药城项目 华东区 江苏省泰州市 130,000 2018 年 3 月 29日 20 年 加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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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及负债状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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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4,369,365.34 4,656,299,955.04 -521,930,589.70 -11.21%  

应收账款 56,405,957.76 48,859,158.48 7,546,799.28 15.45%  

存货 1,277,360,841.18 1,364,573,129.43 -87,212,288.25 -6.39%  

投资性房地产 24,028,762.93 24,195,264.75 -166,501.82 -0.69%  

固定资产 3,788,843,178.86 3,817,478,366.48 -28,635,187.62 -0.75%  

在建工程 748,123,864.95 748,123,864.95 -      

无形资产 792,304,493.42 799,256,917.95 -6,952,424.53 -0.87%  

长期待摊费用 566,948,924.21 576,086,278.05 -9,137,353.84 -1.59%  

预付款项 
41,690,646.82 30,918,112.08 10,772,534.74 34.8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水电

燃气款项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6,558,136.59 140,375,649.18 56,182,487.41 40.0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工程

设备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66,745,941.02 362,670,851.82 -195,924,910.80 -54.0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出增加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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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变动原因 
金额 幅度 

营业收入 5,221,237,390.69 4,751,270,899.79 469,966,490.90 9.89%  

营业成本 3,862,445,574.86 3,550,237,347.97 312,208,226.89 8.79%  

销售费用 867,044,247.62 831,743,595.13 35,300,652.49 4.24%  

管理费用 94,561,995.63 78,021,273.92 16,540,721.71 21.20%  

财务费用 
-9,619,367.42 -16,763,882.08 7,144,514.66 42.6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定期存款

利息收入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55,688,690.85 33,770,445.15 21,918,245.70 64.9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苏州相城

天虹项目土地增值税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96,899.54 1,148,133.46 -1,245,033.00 -108.44% 主要原因是同期子公司深圳市

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计提贷

款损失准备114万 

资产处置收益 
235,188.84 0 235,188.84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资产处置

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3,410,877.20 0 3,410,877.20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增加报表

项目将日常相关政府补助纳入

“其他收益”中 
营业外收入 

7,800,183.61 11,956,112.06 -4,155,928.45 -34.76% 

营业外支出 
2,083,689.63 14,339,213.15 -12,255,523.52 -85.47% 主要原因是同期前海天虹调整

经营面积增加损失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953,501.54 -652,369,541.03 641,416,039.49 98.3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增长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5,274,978.50 -490,306,450.87 -54,968,527.63 -11.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00,000.00 0 -5,0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收购

苏州工业园区海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部分尾款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561,370,588.99 -1,142,672,656.57 581,302,067.58 50.87%  

 

 3、主营业务分析情况 

 3.1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变动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变动 

零售 490,041 7.45% 25.49% 0.56% 

地产 18,967 79.66% 30.97% 0.51% 

合计 509,008 9.08% 25.69% 0.64% 

 3.2零售业务分地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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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变动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变动 

华南区 313,303 7.37% 26.60% 0.14% 

华中区 83,838 9.30% 23.65% 0.94% 

东南区 41,992 0.02% 22.01% 2.45% 

华东区 33,294 14.95% 24.03% -0.17% 

北京 13,445 6.09% 26.01% 1.58% 

成都 4,169 5.81% 24.01% 4.81% 

合计 490,041 7.45% 25.49% 0.56% 

 

 4、可比店店效情况 

 4.1分区域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门店 数量（家） 销售额 销售额同比增幅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利润总额同比增幅 

华南区 

综合百货店 36  389,948  12.02%  290,845  7.27% 16.78% 

购物中心店 2  43,890  14.10%  16,788  10.92% 53.91% 

小计 38  433,838  12.23%  307,633  7.46% 18.89% 

东南区 综合百货店 5  51,509  3.21%  40,089  -3.08% 27.97% 

华中区 

综合百货店 14  101,454  13.24%  72,563  2.36% 8.35% 

购物中心店 1  16,633  28.76%  6,990  10.06% 47.76% 

小计 15  118,086  15.20%  79,554  3.00% 12.53% 

华东区 

综合百货店 4  34,166  6.19%  22,060  -4.21% 4.35% 

购物中心店 1  10,135  5.02%  2,269  0.06% 312.96% 

小计 5  44,300  5.92%  24,328  -3.83% 15.20% 

北京 综合百货店 3  21,759  25.84%  14,044  6.49% 84.82% 

成都 综合百货店 1  6,188  9.18%  4,268  6.04% 115.84% 

合计 67  675,682  11.91%  469,916  5.03% 21.33% 

注：1、可比店指2017年1月1日以前开设的直营门店； 

2、以上数据不含独立超市、便利店。 

 4.2分业态情况     

单位：万元 

业态 销售额 销售额同比增幅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利润总额同比增幅 

百货 434,244 17.03% 302,379 7.05% 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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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 180,558 -0.22% 149,783 0.26% -13.59% 

购物中心 62,667 16.27% 19,265 11.50% 82.49% 

合计 677,469  11.81% 471,427  4.96% 21.2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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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公司亏损、更好地整合公司内部资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销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目前该事项正在办理中。 

2、公司与深圳市龙华郭吓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郭吓公司”）、深圳市世纪龙腾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公司”）签订了《意向书》及《房屋租赁合同》，租赁郭吓公司与龙腾公司合作开

发的深圳市龙华新区郭吓联合商贸大楼项目部分物业，用于开设商场。由于郭吓公司、龙腾公司无法按约

定将该项目租赁物业交付给公司使用，公司与对方于2018年1月23日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终止上述租赁

事项。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市场化股票增

持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事项，同意公司实施市场化股票增持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

截至目前，本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累计购买公司股票4,614,2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8%，交易金额

76,706,573.72元、交易均价16.62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天虹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决议公告（2018-002） 
2018 年 1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签订解除协议公告（2018-007） 2018 年 1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市场化股票增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2018-010、2018-018、2018-024） 

2018 年 2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3 月 16 日 

2018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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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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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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承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已

向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主要承诺条款如下： 

1、航空工业（包括航空工业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

联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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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存续期间且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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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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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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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航空工业或股份公司的业

务发展，而导致航空工业的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

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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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合法途径促使航空工业所控制的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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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航

空工业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航空工业的业务进

行调整，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3、如因航空工业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司造成损失

的，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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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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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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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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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五龙公司”）已向公司出

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五龙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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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续期间且五龙公司仍然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

情况下，五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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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龙公司仍然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期间，若

因五龙公司或股份公司的业务发展，而导致五龙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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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五龙公司通过合法途径促使

五龙公司所控制的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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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五龙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司造成损失

的，五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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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明、侯

毅、吴健

琼、孙金

成、万颖、

陈瑀 

其他承诺 

承诺在职期间不组织、不参加任何与公司有直接竞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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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0 月 30

日 

在职期

间。 

承诺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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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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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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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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航技

深圳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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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 

无 

 

五、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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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 至 5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37,484.37 至 56,226.55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7,4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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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在消费升级、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坚守品质保证，面向家庭、贴近生

活、与时俱进，不断应变创新，深入推进“数字化”、“体验式”、“供应链”三

大业务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应用，增强门店体验、优化零售业态，提升专

项运营能力。紧紧围绕给顾客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内涵式和外延式发

展并举，并持续推进公司动力机制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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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2 月 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2 月 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3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3 月 22 日上午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3 月 22 日下午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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