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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极电商 股票代码 0021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益堂 史宇婷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凤阳路 29 号新世界商务楼

18 楼 

上海市黄浦区凤阳路 29 号新世界商务楼

18 楼 

电话 021-63461118-8122 021-63461118-8885 

电子信箱 caoyitang@nanjids.com shiyuting@nanjid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品牌综合服务业务及经销商品牌授权服务业务、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及

其他业务。品牌综合服务业务指公司向授权供应商提供品牌授权、供应链服务等综合服务，并收取品牌综

合服务费；经销商品牌授权服务业务指公司向授权经销商提供品牌授权及电商服务，并收取经销商品牌授

权费，经销商主要通过阿里、京东、拼多多、唯品会等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移动互联网营销业

务即基于移动互联网端的广告营销业务，作为移动端流量媒体供应方的代理，为客户在该等供应方平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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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APP、投放广告。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商业模式，对外进行了服务升级，对内进行了管理升级。 

 

公司的自有品牌包括南极人、南极人+、南极人Home、卡帝乐鳄鱼、精典泰迪、PONYTIMES、

PONYCOLLECTION等。南极人品牌的主要授权类目包括内衣、家纺、居家布艺、女装、男装、童装、母

婴、生活小电器、居家日用、鞋品、运动户外等；南极人+品牌的主要授权类目包括男装、内衣、家纺等；

南极人Home品牌的主要授权类目包括家纺、孕产用品、居家布艺等。卡帝乐鳄鱼品牌目前主要授权类目

包括鞋品、男装、箱包皮具、服饰配件、家纺、内衣／家居服、运动户外、童装、汽车用品等。精典泰迪

主要授权类目包括主要在线上渠道运营的童装、婴装、亲子装、尿片／洗护等婴童用品、孕妇装、孕产妇

用品、内衣／家居服、童车童床、玩具、箱包皮具等，及主要在线下渠道授权运营的食品、手机壳、数据

线、旅行用品、毛绒玩具、儿童内衣、儿童家纺等。PONY系列是基于“亚洲美妆天后”Pony的人气与品牌

价值，主营彩妆、护肤、美妆工具、饰品等类目的产品业务及基于内容营销的广告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提升了面向供应商及经销商等合作伙伴的各项服务，公司的商家服务部、品牌设计中

心、数据中心、商家督查部等部门为合作伙伴提供客服管理、运营管理、店铺形象管理、营销数据管理、

活动资源管理、电商平台公共关系管理等多项服务，同时加强监督，杜绝负面事项。另外，公司根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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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及发展方向，分析研究市场情形，对南极人品牌进行了广告投放，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是全资子公司时间互联的主营业务。通过代理移动互联网媒体投放平台流量及其

整合的分散流量，向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精准的营销服务。时间互联受客户委托在VIVO、小米、腾讯

应用宝、今日头条等移动媒体投放平台采购流量资源，投放客户APP、产品等推广信息，产生移动互联网

媒体投放平台业务收入。同时，时间互联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向其提供移动互联网流量整合、营销方案设

计等定制化或个性化营销服务，产生移动互联网流量整合业务收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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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352.86 985.79 985.79 240.12% 520.98 52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86.47 534.29 534.29 65.92% 301.14 30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1.19 501.3 501.3 67.80% 290.46 29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1.39 537.79 537.79 2.53% 457.36 457.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4 0.23 56.52% 0.20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4 0.23 56.52% 0.2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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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5% 27.26% 27.26% -1.21% 21.76% 21.7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549.25 3,820.52 3,820.52 19.07% 2,046.80 2,04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38.58 3,021.17 3,021.17 23.75% 1,534.38 1,534.3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0,447.21 72,959.14 81,090.65 130,78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26.11 20,251.60 15,769.73 43,69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80.80 19,194.60 15,135.94 41,60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8.06 15,161.00 9,908.86 34,736.8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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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36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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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祥 境内自然人 26.68% 654,899,490 654,576,856 质押 372,435,000 

吴江新民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7% 139,213,921    

上海丰南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6% 75,118,830 75,118,830   

朱雪莲 境内自然人 2.75% 67,606,947 67,606,947   

蒋学明 境内自然人 2.61% 63,975,000  质押 62,845,050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成长

焦点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6% 62,828,200    

东方新民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1% 61,524,253  质押 59,829,8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低碳环保混

其他 2.13% 52,38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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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刘睿 境外自然人 2.09% 51,353,286 38,514,964 质押 19,829,998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蓝筹

稳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98% 48,515,0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玉祥、朱雪莲为夫妻，与上海丰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蒋

学明与东方新民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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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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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1，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80,987亿元，同比增长9.0%，

其中商品零售额达338,271亿元，同比增长8.9%。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25,637亿元，同比增

长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5,350亿元，同比增长10.1%。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0,198亿元，比上年

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电商渠道依旧保持活力和

稳健增速，为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1、主营业务发展稳健、财务指标质量持续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稳健发展，营业收入达335,286.00万元，同比增长240.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达88,647.22万元，同比增长65.92%。其中，品牌综合服务业务收入及经销商品牌授权收入合计

93,378.58万元，同比增长46.09%；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收入为231,601.70万元。 

公司本部在收入、净利润持续增长的同时，主要财务指标质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报告期末，应收

账款净值为72,458.36万元，上年末为50,763.90万元，同比增加42.74%，其中：品牌综合服务业务应收账款

为41,840.57万元，上年末为30,756.61万元，同比增加36.04%；保理业务应收账款为16,685.28万元，上年末

为4,837.68万元，同比增加244.90%；公司全资子公司时间互联的应收账款为11,972.55万元，上年末为

12,356.52万元，同比下降3.11%；预付账款总额为55,279.79万元，其中公司本部预付账款为265.97万元，同

比减少33.5%；时间互联预付账款为55,013.81万元，同比增加321.4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5,138.69万元，其中公司本部为57,912.73万元，同比增加13.65%；时间互联为-2,774.04万元。 

综上，公司本部主营业务的应收账款进一步改善、预付账款同比减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同比增加。 

2、授权品牌产品GMV保持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授权品牌产品的GMV达205.21亿元，同比增长65.45%。从品牌维度看，南极人品牌实现

GMV177.53亿元，同比增长62.82%；卡帝乐品牌实现GMV23.34亿元，同比增长83.71%；从平台维度看，

在阿里、京东、拼多多实现的GMV分别为146.03亿元、35.60亿元、17.63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64.19%、

40.42%、153.00%。 

                                                                 
1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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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内衣、男装、家纺、童装、女装、母婴、个护健康、箱包服配、鞋品等类目依旧呈现了较

好的成长性，占全部类目GMV的90%左右。 

 

报告期内，公司多达八个一级类目的GMV居阿里平台行业前十名，包括（1）女士内衣/男士内衣/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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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2）床上用品、（3）男装、（4）童装/婴儿装/亲子装、（5）流行男鞋、（6）孕妇装/孕产妇用品/

营养、（7）居家布艺、（8）服饰配件/皮带/帽子/围巾等。GMV数据在总数、同比、细分类目等方面的出

色表现充分体现了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 

3、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时间互联与部分主要供应商的合作进一步加深。2018年新拓展的供应商VIVO成为时间互

联2018年最大的供应商。原有主流媒体应用宝、小米、今日头条以及中小流量平台的合作业务量也稳步上

涨，同时，时间互联在2018年底入选为2019年小米渠道电商行业独家代理商。 

报告期内，时间互联客户数量突破1,300家。同时，时间互联和行业知名客户也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合作，

包括以苏宁易购、拼多多、唯品会、网易考拉、每日优鲜、蘑菇街为代表的电商客户；以融360、宜人财

富、人人贷、360借条为首的金融客户；以猎豹集团、一下科技、映客、掌阅、YY、美拍、咪咕、搜狐为

首的网服客户等，保持细分行业的竞争优势。有效加大了客户的行业覆盖度、强化了优势行业，在媒体和

客户侧双管齐下，不断提升行业知名度，加强综合竞争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品牌综合服务业

务 
899,930,249.10 846,884,460.19 94.11% 44.74% 43.60% -0.74% 

移动互联网媒体

投放平台业务 
2,200,794,790.65 151,697,838.36 6.89% 898.56% 579.72% -3.2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增长240.12%，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增长644.30%，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业务规模

扩张，以及2017年10月31日开始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时间互联，本期全年合并影响所致，相应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增加65.0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业务规模扩张，营业收

入增加，营业利润增加，相应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报告期内，品牌综合服务占营业收入比重26.84%，同比减少36.23个百分点。移动互联网媒体投放平

台业务占营业收入比重65.64%，同比去年纳入报表数据增加43.28个百分点，收入构成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2017年10月31日开始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时间互联，本期全年合并影响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6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

—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

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等四项解释，本公司于2018年1月1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要求，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股利”和

“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

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

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

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34,637,112.07 — — — 

应收账款 
507,638,991.46 — 22,167,339.14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542,276,103.53 — 22,167,339.14 

应收利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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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 — — — 

其他应收款 
52,571,929.11 52,571,929.11 4,080,727.61 4,080,727.61 

固定资产 
3,819,963.32 3,819,963.32 145,718.29 145,718.29 

固定资产清理 
— — — — 

在建工程 
— — — — 

工程物资 
— — — — 

应付票据 
— — — — 

应付账款 
23,844,258.19 — 4,035,046.56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23,844,258.19 — 4,035,046.56 

应付利息 
342,209.02 — — — 

应付股利 
— — — — 

其他应付款 
261,238,124.59 261,580,333.61 94,976,817.90 94,976,817.90 

长期应付款 — — — — 

专项应付款 — — — — 

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59,983,102.29   30,470,956.50   18,214,606.15   9,229,654.52  

研发费用 
—  29,512,145.79  —  8,984,951.63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年度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无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无 

3、处置子公司： 

（1）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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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

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

点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

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 

诸暨华东一站通女装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10,000.00 41.00 转让 2018/6/21 工商变更核准

作为丧失控制

权时点 

-1,215,441.48 

拉萨亨利嘉业科技有

限公司 

— 100.00 转让 2018/12/2 工商变更核准

作为丧失控制

权时点 

2,276.21 

（续上表）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比例

（%）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账面价

值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公允价

值 

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剩余

股权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公允价

值的确定方法及

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

资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转入投资损益

的金额 

诸暨华东一站

通女装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10.00 100,000.00 100,000.00 — — — 

拉萨亨利嘉业

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4、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新设子公司 

①新疆卡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2018年3月公司子公司南极电商（上海）有限公司投资新设的全资子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南极电商（上海）持股比例是100%。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未缴

纳出资。 

②新疆哈雅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在2018年11月本公司子公司北京亨利嘉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新设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亨利嘉业持股比例100%。截止2018年12月31日，尚未缴纳出

资。 

（2）清算子公司 

①诸暨一站通优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完成清算注销，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②诸暨一站通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完成清算注销，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③淮安恒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完成清算注销，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④太笛（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完成清算注销，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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