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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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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林天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锦满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锦

满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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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4,361,068.64 3,573,435,645.59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8,733,569.13 10,294,206.58 -573.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767,602.50 -39,079,448.8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11,177,810.66 172,608,126.29 2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9,157,138.64 -200,915,899.5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1,005,140.78 -204,570,140.5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不适用 -0.5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3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3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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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08,350.8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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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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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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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41,404.1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43.84  

所得税影响额 -616,000.72  

合计 1,848,002.1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13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贵人鸟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 
416,115,000 66.2 0 

质押 
416,115,000 

境外法

人 冻结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厦门信托－汇金

1749号股票收益权单

一资金信托 

33,000,000 5.25 0 未知 33,000,000 未知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浙金·汇实

61号贵人鸟股票质押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8,956,000 4.61 0 未知 28,9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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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2,517 2.09 0 未知 13,152,517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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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6,112,981 0.97 0 未知 6,112,981 未知 

王建 2,368,115 0.38 0 未知 2,368,115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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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香 2,112,700 0.34 0 未知 2,112,700 未知 

张斌 2,103,290 0.33 0 未知 2,103,290 未知 

陈冠萍 1,800,000 0.29 0 未知 1,800,00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贵人鸟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416,1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115,00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

汇金 1749号股票收益权单一资金信

托 

3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0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浙

金·汇实 61号贵人鸟股票质押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8,9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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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2,517 人民币普通股 13,152,517 

贵人鸟投资有限公司 1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112,981 人民币普通股 6,112,981 

王建 2,368,115 人民币普通股 2,368,115 

王秋香 2,112,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2,700 

张斌 2,103,290 人民币普通股 2,103,290 

陈冠萍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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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的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

例（%） 

原因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9 

 

交易性金融资

产 

34,505,488.40 51,712,091.93 -33.27 子公司名鞋库收回部分货币基金理

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4,472,373.85   本期新收到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536.42 1,055,117.18 -99.66 本期按权益法核算确认的联营企业

投资亏损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8,156,136.45 62,738,857.46 -55.12 本期支付年初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的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营业成本 158,527,302.58 99,243,504.28 59.74 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0,409,434.37 35,515,923.68 -42.53 
上年底因部门优化调整，员工

人数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7,548,468.06 5,326,605.34 41.71 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58,851.81 42,660,357.25 -99.63 
因司法重整对逾期有息负债停

止计息所致 

其他收益 2,608,350.85 791,541.69 229.53 本期获得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4,024,672.39 -100 

上期因大力清库存，本期过季

产品减少计提的跌价损失减少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034,203.50 -100 
上期因处置部分固定资产产生

收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11,452.30 1,502,728.90 40.51 并表子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的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486,033.10 10,527,402.60 56.60 

本期子公司名鞋库收回

部分货币基金理财产品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246,309.40 -100 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2）报告期内各品牌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品牌类

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贵人鸟 115,458,181.50 86,944,752.11 24.70 7.23 71.02 减少28.0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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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 

阿迪达

斯 

14,104,902.48 12,955,911.33 8.15 -12.19 -8.55 减少3.65个

百分点 

耐克 6,607,211.91 5,826,173.09 11.82 -50.59 -49.26 减少2.32个

百分点 

彪马 21,210,372.74 16,975,281.26 19.97 223.60 214.03 增加2.44个

百分点 

其他 44,682,796.59 30,351,587.10 32.07 82.35 120.86 减少11.85个

百分点 

 

1、报告期内贵人鸟品牌零售终端变动情况及经营情况 

品牌 门店类型 
2020年末数

量（家） 

2021年第一

季度末数量

（家） 

2021年新开

（家） 

2021年关闭

（家） 

贵人鸟 加盟代理 1,396 1,422 71 45 

合计 - 1,396 1,422 71 45 

 

截止 2021年 3月 31日，贵人鸟品牌营销网络已覆盖全国 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零售终

端数量达到 1,422家，零售终端总面积 114,454平方米，其中按照城市分级划分，一线城市零售

终端 105 家，二线城市零售终端 296家，三线城市零售终端 645 家，四线城市零售终端 376家；

按照区域划分，华东 79家，西南 360家，华中 118家，华南 118家，东北 315 家，华北 275家，

西北 157家。 

2、报告期内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销售渠道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营业收

入占比

（%）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营业收

入占比

（%） 

毛利率

（%） 

线上销售 87,093,091.80 43.10 23.71 62,476,365.36 37.15 27.2 

线下销售 114,970,373.42 56.90 24.67 105,687,102.74 62.85 52.54 

合计 202,063,465.22 100.00 24.25 168,163,468.10 100.00 43.1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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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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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12日，公司收到债权人泉州市奇皇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皇星公

司”）的《通知书》，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奇皇星公司向法院提出

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2020年 8月 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0-051。 

2020年 9月 4日，公司收到泉州中院《决定书》（（2020）闽 05破申 18号），决定对公司

启动预重整程序。2020 年 9月 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预重整

期间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2。 

2020年 12月 8日，泉州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于 2020年 12月 11日指定贵人鸟清算组

担任管理人，负责重整各项工作。2020年 12月 11日、12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受

理公司重整暨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7；《关于收到法院

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9。 

2021年 1月 14日，泉州中院主持召开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贵人鸟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草案）》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议案》。 

为顺利推进贵人鸟重整工作及提高重整效率，保障贵人鸟重整成功，实现公司运营价值最大

化，管理人于 2021年 3月 16日就招募和遴选事项发布《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开招

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在管理人规定的报名期内，仅有黑龙江泰富金谷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泰富金谷”）向管理人提交了报名材料。管理人对泰富金谷提交的报名资料进行

了审查，报名资料符合条件，管理人于 2021年 3月 29日向泰富金谷送达《关于重整投资人资格

确认通知书》。 

2021年 4月 23日，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由债权人会议主席主持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表

决通过重整计划；同日，公司重整案出资人组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

表决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2021年 4月 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6；以及《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27。 

2021年 4月 26日，泉州中院出具了（2020）闽 05破 26号裁定书，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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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管理人的监督下全力落实完成重整计划确定的各项工作内容，积极运营，推动贵人

鸟重回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尽最大努力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为公司广大股东创造更好的回报。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天福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