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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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人鸟 60355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洪再春 颜春红 

电话 0592-5725650 0592-5725650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629号翔

安商务大厦18楼 

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629号翔

安商务大厦18楼 

电子信箱 ir@k-bird.com ir@k-bi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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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1,917,208.57 4,753,026,357.48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99,135,841.13 1,529,693,373.89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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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6,372.05 554,672,673.28 -103.53 

营业收入 810,094,883.91 1,536,425,503.14 -4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8,370,653.08 34,418,314.96 -26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7,265,852.13 30,209,093.16 -388.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9 1.47 减少5.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29 0.0548 -269.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29 0.0548 -2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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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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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人鸟集团（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

人 

76.22 479,115,000 0 质押 474,420,000 

冻结 4,695,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8 17,581,694 0 未知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贵人鸟 1 号员工持股单一

资金信托 

未知 2.11 13,235,317 0 未知   

贵人鸟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1.67 10,500,000 0 质押 10,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64 4,046,500 0 未知   

董华新 未知 0.15 955,500 0 未知   

刘宏光 未知 0.14 869,400 0 未知   

冯敏华 未知 0.13 844,900 0 未知   

陈松森 未知 0.13 800,000 0 未知   

鲍官志 未知 0.12 756,3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贵人鸟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林清辉、丁翠圆

夫妇，林清辉系林天福的弟弟。贵人鸟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贵人鸟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林氏家族成

员，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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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14 贵人鸟 122346 2014 年 12

月 3 日 

2019 年 12

月 3 日 

646,938,000 7.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7.29   67.8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77   2.0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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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依然经历了诸多挑战，市场宏观环境的影响不断延伸。报告期内，公司

仍无法寻求到新的资本市场融资渠道，部分金融机构对公司持续抽贷、压贷或增加授信条件，公

司持有的土地房屋资产均被抵押。因资本市场环境影响，其它非核心主业资产的处置变现难度较

大。在无法获得融资的同时，前期债务集中兑付及金融机构压贷对主业资金占用造成的负面影响

逐步显现。紧张的流动性导致主营业务上一系列经营策略执行放缓，加之行业增长放缓、竞争加

剧，贵人鸟品牌终端销售压力增大，以及下游经销商客户回款较慢，使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因上年度开始推行贵人鸟品牌类直营店铺销售，吸收了类直营区域的部分原始经销商渠道人员，

并且执行新的加盟商扶持政策，造成费用上涨，综合导致公司本期业绩下滑，2019 年上半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009.49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7.27%，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837.07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69.59%。 



报告期内，流动性趋紧已对公司供应链、品牌营销、人员管理、渠道整合等日常经营环节上

产生不利影响。供应链方面，与上游供应商的货款结算周期持续延长，部分供应商甚至取消与公

司合作，为保证正常生产秩序，公司通过贸易中介进行原材料采购，或寻求新的成品订制加工商，

但导致采购成本上涨，新的合作也对供应链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品牌营销方面，品牌、商品与终

端之间大规模的行销互动活动基本延后或停滞，品牌曝光频次减少，导致终端店铺的销售转化下

降；人员管理方面，公司对员工规模进行了初步缩减，严格控制人工成本；渠道管理方面，继续

关闭无活力或亏损店铺，但新店建设缓慢，报告期内，贵人鸟品牌终端净关闭 188 家。 

报告期内，虽面临诸多挑战，紧张的流动性仅能艰难维持主业经营，但公司仍保持积极运营

态度。一方面，公司重新梳理零售激励制度及经销商支持政策，加强零售终端人员培训，以期促

进商品的销售；另一方面，跨区域寻求成熟供应商合作，以批量订单锁定供应商优质服务，确保

供应链效率；并且新品牌 AND1 招商加盟工作有所突破，报告期内，AND1 联营（或称类直营）店

铺新开 5 家，纯加盟代理店铺 1 家。总体而言，公司坚持聚焦主业，确保核心传统运动鞋服业务

的可持续发展。 

2019 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专注实业，聚焦主业发展，夯实在传统运动鞋服行业方面的运营

能力。同时继续处置非核心主业资产，推进资本运作，积极引入财务或战略投资者，全力做好下

半年公司信用债集中到期兑付的应对工作，配合控股股东解决股权质押风险，确保上市公司克服

流动性困难，推动公司重回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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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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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

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9 年 4 月，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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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通知的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相

关期初数的列报。 

具体影响数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5.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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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