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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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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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康国际 60300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翁衡 潘海雷 

电话 0577-67915188 0577-6791518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千石工业 

区奥康工业园 

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千石工业 

区奥康工业园 

电子信箱 aks@aokang.com aks@aok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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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6,347,909.59 4,877,869,034.72 -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93,301,334.77 3,963,739,201.77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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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8,256.38 17,850,054.09 17.52 

营业收入 1,324,987,770.97 1,572,605,580.76 -1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491,167.88 167,919,484.49 -4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331,637.18 138,168,645.60 -43.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4.03 减少1.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37 0.4188 -41.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37 0.4188 -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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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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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73 111,181,000 

  
质押 107,300,000 

王振滔 境内自然人 15.10 60,556,717   质押 59,620,000 

项今羽 境内自然人 9.98 40,000,000   无   

王进权 境内自然人 4.98 19,950,000   质押 9,950,000 

许永坤 境内自然人 4.50 18,050,0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74 15,004,446 

  

未知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3.27 13,104,731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1 9,653,639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9 4,371,322 

  

未知   

吴军 境内自然人 0.97 3,884,459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第一大股东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王振滔

持股 90%，王晨持股 10%； 

2. 王晨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滔之子，与王振滔及奥康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3. 王振滔与王进权为兄弟关系； 

4.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

股份回购账户； 

5.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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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 “打造卓越鞋业生态系统”的战略规划，推进阿米巴经营管理，聚焦渠

道创新变革，科技赋能时尚产品。通过打造爆款、多品牌运营、布局全渠道等方式助力公司转型

升级。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回顾如下： 

1.渠道升级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全面评估现有线下店铺市场容量与竞争优势等因素，择优劣汰，聚焦提

升单店效益。同时，公司打造全新一代“奥康生活馆”、“康龙原创设计师店”的终端新形象，为消

费者提供一体化、场景式的体验式消费。公司首次尝试品牌授权模式，建立合伙人经营模式，以

奥康皮鞋品牌核心，延伸丰富配套商品品类，整合产品资源。 

 

康龙品牌及门店新形象 

2.品牌运营 

公司以产品系列推广为导向，2019 年强势推出主打功能科技的奥康止滑鞋系列，围绕该系列

产品功能展开止滑挑战赛及“有底才敢”态度营销；在季度新品推广层面，签约张俪作为奥康夏季

形象大使，借助明星效应打造奥康夏季产品主题；为进一步提高品牌时尚度，与央视《时尚大师》

栏目达成战略合作关系，签约国际顶级设计师，在原创设计方面为奥康产品助力。 



 

品牌营销 

3.产品规划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产品功能、时尚性研发设计，全面推进产品企划、产品设计、采买组货

品类化。为满足消费者多样性、个性化的需求，联手“精灵宝可梦”IP 联名合作衍生授权产品，

并与台湾知名鞋类设计机构“GTS”合作设计“二代止滑鞋”系列，不断实现产品的自我突破，吸引更

年轻的消费群体。 

 

“精灵宝可梦”联名款系列               奥康“二代止滑鞋”系列 

4.会员管理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乘势社交零售之热点，着力打造全触点时代的社交零售场，新零售在线

业务持续推进。与腾讯智慧零售展开密切合作，实现微信支付有礼、朋友圈广告投放等流量获取，

达成线上线下增量来源。公司将持续探索社交零售版块，基于“人-货-场”的全场景模式，发挥

新零售的裂变效应。深耕会员运营，实现消费者的可识别、可触达、可运营基础上的深度交互，

优化会员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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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 号)，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会计准则。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根据上



述新颁布的会计政策规定，本公司在 2019 年半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

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

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

计估计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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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