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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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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代码：

603001

公司简称：奥康国际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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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0,523,464.17 5,544,976,738.08 -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028,987,877.52 4,094,798,988.49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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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09,808.17 117,626,307.09 38.67

营业收入 1,594,411,754.03 1,602,226,278.28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5,011,504.03 211,504,076.67 -1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906,527.03 194,374,961.74 -2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5.04 减少0.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65 0.5275 -17.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65 0.5275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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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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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 131,231,000 质押 117,450,000

王振滔 境内自然人 15.10 60,556,717 无

王晨 境内自然人 9.98 40,000,000 质押 15,721,623

王进权 境内自然人 4.98 19,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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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1.98 7,953,238 未知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奥

康国际－优势企业【1】号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1.66 6,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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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1.59 6,383,335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未知 1.43 5,742,499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2 4,500,00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济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1 3,23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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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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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以打造“卓越鞋业生态系统”战略为目标，以国家品牌为导向，实施

“长青品牌+时尚平台”的双轮驱动，以全渠道落地为主线，加快二代国际馆的拓展

和粉丝会员的发展，全面、快速、有效的保证新战略的落地。

1.品牌运营

公司携手央视“国家品牌计划” 独家赞助《星光大道》栏目，并结合多场地面推

广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公司旗下康龙品牌与摩拜单车等跨界

合作，为品牌注入新活力。 同时，通过与INTEERSPORT（宜动体育）的战略合作，

推动运动新渠道的发展，并逐步建立行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业务配合机制、沟通

交流机制、合作研究机制等，致力于品牌合作领域的建设性合作，整合双方资源以取

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2.网络建设

基于对未来消费的需求判断，公司依然坚守“大店策略” ，继续拓展面积大、形

象好、服务优的集合店铺，逐步提升单店效益。 终端网络通过近几年的优化调整，逐

渐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 2017年通过与万达、华润等品牌商业地产商的战略合作，

加快了入住商业地产渠道的步伐，并逐步完善渠道布局。

3.会员管理

公司设立了会员管理专职部门，逐步完善会员管理机制，会员总数较往年增长

迅速，会员销售占比逐年提高。 上半年新增会员205万，开展全国及区域会员营销活

动18场，提高了社会大众对公司品牌的认知度。 公司利用会员管理系统，深层次挖

掘客户的消费偏好和消费需求，实现个性化的精准营销，为公司顺利推进C2M业务

打下了良好基础。

4.产品规划。

公司通过对组织架构进行优化调整，全面推进“一盘货” 概念落地。利用创意设

计先锋团队、应季主力品类设计团队、突击快返设计团队、专属电商设计团队多层次

提升研发能力。 整合品牌品类资源，打造品牌品类3.0版。 通过鞋类研究院将研究成

果转化，申报专利21项，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5.电商发展

近几年公司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京东商城、天猫商城鞋类排名稳居前列。借助大

型的促销活动，推动公司线上线下多层次联动，以满足市场最新趋势和网上购物者

的消费需求，为全渠道的深入推进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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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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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其他披露事项。

3.4.1报告期内实体门店情况

品牌 门店类型 2016年末数量（家）

2017年半年度末数

量（家）

2017半年度新开（家） 2017半年度关闭（家）

集合店

直营 544 582 78 40

经销 191 237 53 7

奥康

直营 626 626 29 29

经销 1482 1464 51 69

康龙

直营 161 137 0 24

经销 19 14 0 5

斯凯奇

直营 104 118 17 3

经销 21 25 7 3

直营小计 1435 1463 124 96

经销小计 1713 1740 111 84

合计 3148 3203 235 180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共开设13家经销集合店。

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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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康 1,059,686,958.18 663,846,801.73 37.35 4.25 4.20

增加0.02个百分

点

康龙 238,416,018.80 148,104,743.70 37.88 2.86 4.52

减少0.99个百分

点

斯凯奇 57,726,163.73 35,853,106.53 37.89 202.61 213.00

减少2.06个百分

点

其他品牌 52,287,475.01 32,785,007.87 37.30 -67.19 -65.47

减少3.13个百分

点

皮具 167,842,168.38 99,535,065.20 40.70 13.38 7.80

增加3.07个百分

点

出口 11,792,535.10 9,464,036.32 19.75 -6.09 -8.37

增加2.00个百分

点

合计 1,587,751,319.20 989,588,761.35 37.67 0.03 0.18

减少0.10个百分

点

3.4.3报告期内各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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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店 693,107,680.37 411,176,230.36 40.68 -5.47 -9.06

增加2.35个百

分点

商场店 136,291,628.53 70,908,267.12 47.97 15.22 22.85

减少3.23个百

分点

团购及网购 217,434,773.98 137,359,812.30 36.83 -9.14 -9.78

增加0.45个百

分点

直营收入小计 1,046,834,082.88 619,444,309.78 40.83 -4.03 -6.45

增加1.53个百

分点

经销 529,124,701.22 360,680,415.25 31.83 9.33 14.37

减少3.01个百

分点

出口 11,792,535.10 9,464,036.32 19.75 -6.09 -8.37

增加2.00个百

分点

合计 1,587,751,319.20 989,588,761.35 37.67 0.03 0.18

减少0.10个百

分点

3.4.4报告期内各地区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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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 661,619,227.87 414,981,079.38 37.28 -2.52 -6.01 增加2.33个百分点

西南 120,273,167.80 77,317,687.18 35.71 -4.96 -0.78 减少2.71个百分点

华中 240,511,787.78 145,797,195.87 39.38 0.42 4.23 减少2.22个百分点

华北 82,575,186.84 49,498,839.09 40.06 8.57 10.45 减少1.01个百分点

华东 351,649,281.50 218,448,239.91 37.88 8.52 13.86 减少2.91个百分点

华南 76,233,769.62 46,871,247.56 38.52 -9.96 -11.91 增加1.36个百分点

东北 17,445,633.25 11,255,458.67 35.48 8.90 12.99 减少2.34个百分点

西北 25,650,729.44 15,954,977.37 37.80 -12.30 -12.97 增加0.48个百分点

出口 11,792,535.10 9,464,036.32 19.75 -6.09 -8.37 增加2.00个百分点

合计 1,587,751,319.20 989,588,761.35 37.67 0.03 0.18 减少0.10个百分点

3.4.5报告期内各产品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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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鞋 939,800,079.90 588,883,359.73 37.34 -1.34 3.34

减少2.84个百分

点

女鞋 480,109,070.92 301,170,336.42 37.27 -1.36 -7.51

增加4.71个百分

点

皮具 167,842,168.38 99,535,065.20 40.70 13.38 7.80

增加3.07个百分

点

合计 1,587,751,319.20 989,588,761.35 37.67 0.03 0.18

减少0.10个百分

点

3.4.6报告期内直营店和加盟店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分门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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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营店 829,399,308.90 482,084,497.48 41.88 -2.59 -5.45

增加 1.76个百

分点

加盟店 529,124,701.22 360,680,415.25 31.83 9.33 14.37

减少 3.01个百

分点

其他 229,227,309.08 146,823,848.62 35.95 -8.99 -9.69

增加 0.50个百

分点

合计 1,587,751,319.20 989,588,761.35 37.67 0.03 0.18

减少 0.10个百

分点

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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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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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6,175.17 12.64 37.60 214,894,543.21 13.54 34.53

线下销售 1,387,125,144.03 87.36 37.68 1,372,441,841.93 86.46 38.28

合计 1,587,751,319.20 100.00 37.67 1,587,336,385.14 100.00 37.77

3.4.8报告期内，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到期赎

回情况如下:

购买日期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万

元）

产品期限

（天）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实际获得

收益(万

元)

资金来源

到期情

况

2017-1-12

“汇利丰” 2017年第4045期对

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8,000.00 90 3.20% 63.12 自有资金

已到期

赎回本

金及收

益

2017-1-12

“汇利丰” 2017年第4045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100.00 90 3.20% 16.57 募集资金

2017-1-12

“汇利丰” 2017年第4045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7,000.00 90 3.20% 55.23 募集资金

2017-1-13

保本型法人63天稳利人民币

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0 63 2.65% 2.29 募集资金

2017-1-13

保本型法人63天稳利人民币

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500.00 63 2.65% 11.43 募集资金

2017-1-13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

球智选”产品认购

CNYQQZX

保证收益型 5,000.00 102 3.90% 54.49 自有资金

2017-1-13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

球智选”产品认购

CNYQQZX

保证收益型 5,000.00 102 2.90% 40.52 自有资金

2017-1-20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

球智选”产品认购

CNYQQZX

保证收益型 1,050.00 109 4.00% ?�12.54 募集资金

2017-1-20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

球智选”产品认购

CNYQQZX

保证收益型 7,000.00 109 4.00% 83.62 自有资金

2017-1-20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

球智选”产品认购

CNYQQZX

保证收益型 1,050.00 109 2.80% ??�8.78 募集资金

2017-1-20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

球智选”产品认购

CNYQQZX

保证收益型 7,000.00 109 2.80% 58.53 自有资金

2017-2-8 蕴通财富·日增利60天 保证收益型 7,000.00 60 3.60% 41.42 自有资金

2017-2-9

金雪球优选2017年第四期保

本人民币理财D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6,000.00 60 4.10% 40.44 自有资金

2017-2-9

中信理财之共赢保本周期91

天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8,000.00 91 3.65% 72.80 自有资金

2017-2-14

工银理财共赢3号

7003BBXA

保本浮动收

益型

8,000.00 68 2.90% 43.22 自有资金

2017-2-14

工银理财共赢3号

7003BBXA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00 68 2.90% 10.81 募集资金

2017-2-23

金雪球优选2017年第6期保

本表人民币理财F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1,000.00 90 4.30% 116.63 自有资金

2017-3-8

非凡资产管理124天安赢第

142期对公款

保证收益型 5,000.00 124 3.60% - 自有资金

2017-3-13 日增利113天 保证收益型 5,000.00 113 3.90% 募集资金

2017-3-14 工银理财共赢3号7D003BBX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0 181 3.20% - 募集资金

2017-3-17 工银理财共赢3号7008BBXB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500.00 118 3.40% - 募集资金

2017-4-11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00 90 3.90% - 自有资金

2017-4-12 蕴通财富·日增利92天 保证收益型 3,000.00 92 4.00% - 自有资金

2017-4-18

金雪球-优悦”开放式人民币

理财

保证收益型 6,000.00 91 4.20% - 自有资金

2017-4-18

金雪球-优悦”开放式人民币

理财

保证收益型 2,000.00 91 4.20% - 募集资金

2017-4-18

金雪球-优悦”开放式人民币

理财

保证收益型 2,000.00 91 4.20% - 募集资金

2017-4-18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

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保证收益型 2,500.00 91 4.20% - 募集资金

2017-4-18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

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保证收益型 2,500.00 91 3.00% - 募集资金

2017-4-20

乾元众享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2017年第14期

保证浮动收益

型

5,000.00 118 3.50% - 自有资金

2017-4-27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

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保证收益型 5,000.00 90 4.20% - 自有资金

2017-4-27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

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保证收益型 5,000.00 90 3.00% - 自有资金

2017-4-28

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2017

年第30期7003BBXA

保证浮动收益

型

8,000.00 35 3.50% 26.85 自有资金

已到期

赎回本

金及收

益

2017-4-28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证浮动收益

型

2,000.00 91 4.30% - 募集资金

2017-4-28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证浮动收益

型

2,000.00 91 4.30% - 自有资金

2017-5-11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

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保证收益型 1,050.00 91 4.00% - 募集资金

2017-5-11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

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保证收益型 1,050.00 91 3.00% - 募集资金

2017-5-11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

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保证收益型 4,000.00 91 4.00% - 自有资金

2017-5-11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

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保证收益型 4,000.00 91 3.00% - 自有资金

2017-5-12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证浮动收益

型

6,000.00 364 3.85% - 自有资金

2017-5-16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17397期（杭州）人民币结构

性理财

保本浮动收益

型

8,000.00 91 4.00% - 自有资金

2017-5-25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证浮动收益

型

4,000.00 365 3.85% - 自有资金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振滔

2017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001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7-020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7年8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2）。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001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7-023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8月21日（星期一）

●会议召开内容：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7年8月16日披露了

《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的相关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17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情况， 进一

步增进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公司定于2017年8月21日下午通过网络远

程互动的方式召开“2017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17年8月21日（星期一）15:30—17:00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裁、财务负责人、董秘等（如有特殊情

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2017年8月21日上午前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联系公司，

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予以回答。

2、 投资者也可以在2017年8月21日（星期一）15:30—17:00通过互联网直接

登陆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577-67915188

传真：0577-67288833

E-mail：aks@aokang.com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001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7-022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415号文核准，浙江奥康鞋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81,000,0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5.50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

065,5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06,699,

497.79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12年4月23日全部到位，并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2）综字第150001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88,326.98万元（其中募

投项目投入资金96,145.5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63,667.81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19,500.00万元、投入电子商务运营项目9,013.67万元），其中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募投项目金额1,503.54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为5,587.62万元，累计收到的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为6,123.71万元。 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余额24,054.31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及本报告期末理财产品未到期赎回金额21,1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则，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和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修订了《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募集

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均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永嘉支行营业部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永嘉支行及保荐人国信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2012年6月28日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奥康鞋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

协议》，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销售公司进行增资，投资电子商务运营项

目建设。

以上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进行集中管

理，截至2017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共计29,543,039.54元（包括累计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具体明细如下：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期末余额（人民币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 13,648,437.27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240601040011418 658,437.27

七天通知存款 12,99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 11,401,387.80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370161368289 11,401,387.80

七天通知存款 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920,773.39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3330020010120100204036 920,773.39

七天通知存款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营业部 3,572,441.08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1203285029208888322 3,572,441.0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永嘉支行 0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11962000000023886 0

七天通知存款 0

三个月定期存款 0

合 计 29,543,039.54

注：因公司终止研发中心技改项目，故原开立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永

嘉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1196200000023886于2017年6月完成注销， 并已将该账户

剩余募集资金47,678,071.24�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已向三个募投项目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96,145.50万元（含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733.77万元），具体

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件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2年6月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中的733.77万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此出

具了 《关于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该自筹资金已于2012年7月份从募集资金监管

账户中转出。

（三）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并于2015年5月18日经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

行的前提下，使用合计不超过1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其中：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5亿元、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8亿元）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

构国信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并于2016年5月27日经公

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使用合计不超过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其中：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6亿元、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9亿元）进行现金

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

见。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并于2017年5月22日经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合计不超过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其中：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亿元、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13亿

元）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对该事项均

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未到期赎回金额

为21,1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期限 年化收益率 到期日

日增利113天 5,000 113天 3.9% 2017.7.5

工银理财共赢3号7D003BBX 500 168天 3.2% 2017.8.30

工银理财共赢3号7008BBXB 2,500 118天 3.4% 2017.7.17

金雪球-优悦”开放式人民币理财 2,000 91天 4.2% 2017.7.19

金雪球-优悦”开放式人民币理财 2,000 91天 4.2% 2017.7.19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2,500 91天 4.2% 2017.7.19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2,500 91天 3.0% 2017.7.19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 91天 4.3% 2017.7.28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1,050 91天 4.0% 2017.8.11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全球智选”产品认购CNYQQZX 1,050 91天 3.0% 2017.8.11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除工银理财共赢3号7D003BBX产品 500万未到期外，其

余理财产品均已收回本金及收益。

（四）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于2012年6月28日经公司2011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30,0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事项已于2012年实施完毕。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部分银行借款的议案》， 并于2012年6月28日经公司2011�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19,500万元偿还部分银行借款。 本

事项已于2012年实施完毕。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并于2013年12月23日经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25,000万元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本事项于2014年2月实施完毕。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关于使用

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于2017年5月22日经公司2016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剩余超募资金189,174,059.52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

集资金专户。 截至2017年6月30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募集资金专户

3330020010120100204036已使用超募资金39,000,000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使用上述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等事项。

（五）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投资电子商务运营项目的议案》， 并于2012年6

月28日经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使用部分超募资金9,000万元向全资

子公司销售公司增资， 用于销售公司投资电子商务运营项目。 该项目累计投入9,

013.67万元（包含利息收入投入）。

截至2013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建设完成，该项目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嘉支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358461781956已于2014年1月完成注销。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说明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关于对

营销网络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地点、方式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并于2012年

10月26日经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地点、方式及实施期限进行部分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2-025

公告。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关于对

公司营销网络募投项目变更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 并于2013年5月17日经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部分实施内容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3-010公告。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关于延长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并于2015年5月18日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完成日期延长至2015年12月31日。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关于延

长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并于2016年5月27日经公司2015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完成日期延长至2017年12月31日。

2、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关于

对信息化募投建设项目变更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 并于2013年12月23日经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对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部分内容进行

调整，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临2013-028公告。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关于延长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公告》，并于2015年5月18日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完成日期延长至2016年12月31日。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关于延长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并于2017年5月22日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完成日期延长至2018年12月31日。

3、研发中心技改项目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关于

对研发中心技改项目变更部分实施内容的的议案》， 并于2013年12月23日经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对研发中心技改项目部分内容进行调

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3-029公告。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关于延长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公告》，并于2015年5月18日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研发中心技改项目完成日期延长至2016年12月31日。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关于终止

研发中心技改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并于

2017年5月22日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终止研发中心技改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

额为准）。 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项目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设立的

募集资金专户1196200000023886已完成注销，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4,767.81

万元已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

有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

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

信息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16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净额） 200,669.9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03.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6,145.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是

87,

625

87,625

87,

625

964.93

87,

921.07

296.07 100.34

2017-12-3

1

8,267.11 否 否

信息化系统建设

项目

是 9,610 9,610 9,610 460.99 7,463.23

-2,

146.77

77.66

2018-12-3

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技改项

目

是（注

4）

5,001 5,001 5,001 77.62 761.20

-4,

239.80

15.22

2016-12-3

1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合计

102,

236

102,

236

102,

236

1,503.54

96,

145.50

-6,

090.50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1、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目前公司已按照信息系统建设规划完成了部分软硬件改造升级和系统集成共

享，但近年来，外部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移动支付、大数据、智能制造逐渐向传统行

业深入渗透，信息化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业务发展进行相应调整，信息

系统建设的重心将转向供应链信息化改造、线上线下全渠道发展、智能仓储平台搭

建。 基于以上原因，为保证投资项目质量和募集资金效益最大化，公司将信息化系统

建设项目完成日期延长至2018年12月31日。

2、 研发中心技改项目

公司原计划在新地块 （工201306地块） 部分区域打造集国家级鞋类检测实验

室、企业技术中心、创意设计中心、产品开发中心于一体的研发创业园。现根据《温州

综合交通运输“十三五” 发展规划》，上述地块被划入杭温高铁建设范围，导致该项

目短期内无法开工建设。 鉴于研发中心技改项目短时期内无法确定合适的建设地

点，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保证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将终止研发中

心技改项目，并将该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 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注销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上述关于研发中心技改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的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上述关于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的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上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的说明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详见上述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的说明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末募集资金账户结余金额为29,543,039.54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上述关于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的说明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

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

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

算方法一致。

注4：研发中心技改项目因建设用地被划入杭温高铁建设范围，导致该项目短

期内无法开工建设。 鉴于研发中心技改项目短时期内无法确定合适的建设地点，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保证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将终止研发中心技改

项目， 并将该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4,767.81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注销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87,625 87,625 964.93

87,

921.07

100.34

2017-12

-31

8,267.11 否 否

信息化系

统建设项

目

信息化系统

建设项目

9,610 9,610 460.99 7,463.23 77.66

2018-12

-31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研发中心

技改项目

研发中心技

改项目

5,001（注

2）

5,001 77.62 761.20 15.22

2016-12

-31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合计 102,236 102,236 1,503.54

96,

145.50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1、变更原因：（1）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公司自有品牌所有营销网络建设都由公司

全资子公司奥康鞋业销售有限公司及其区域销售公司（系全资子公司）实施。 实

施主体的调整更有利于项目有效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2）

由于城市网点的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且城市商圈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原定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 方式不能完全适应公司下一步渠道发展规划的要

求，部分项目实施地点及方式的调整有利于项目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变化，通过

增加租用、合作、联营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公司渠道覆盖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3）在零售环境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公司对原有网络资源进行优化

整合，为逐步提高整体网络质量，网络拓展速度有所放缓。 目前前期探索的集合

店模式已经逐渐成熟，公司也会相应加快网络拓展速度，争取更多市场份额。 基

于以上原因，为保证投资项目质量和募集资金效益最大化，公司延长了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限。

2、决策程序：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十六次

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 并报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2014年年

度股东大会、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

见。

3、披露情况：本公司分别于2012年9月28日、2012年10月27日、2013年4月26

日、2013年5月18日、2015年4月25日、2015年5月19日、2016年4月26日、2016年5

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上述公告内容。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信息化系统

建设项目

1、变更原因：目前公司已按照信息系统建设规划完成了部分软硬件改造升级和

系统集成共享，但近年来，外部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移动支付、大数据、智能制

造逐渐向传统行业深入渗透， 信息化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业务发展

进行相应调整，信息系统建设的重心将转向供应链信息化改造、线上线下全渠道

发展、智能仓储平台搭建。 基于以上原因，为保证投资项目质量和募集资金效益

最大化，公司将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完成日期延长至2018年12月31日。

2、决策程序：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报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和保荐

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3、披露情况：本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6日、2013年12月24日、2015年4月25

日、2015年5月19日、2017年4月26日、2017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上述公告内容。

研发中心技

改项目

1、变更原因：公司原计划在新地块（工201306地块）部分区域打造集国家级鞋类

检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创意设计中心、产品开发中心于一体的研发创业园。

现根据《温州综合交通运输“十三五” 发展规划》，上述地块被划入杭温高铁建

设范围，导致该项目短期内无法开工建设。

2、决策程序：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报公司201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和

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3、披露情况：本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6日、2013年12月24日、2015年4月25

日、2015年5月19日、2017年4月26日、2017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上述公告内容。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见附件1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说明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注1：“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

计算方法一致。

注2：研发中心技改项目因建设用地被划入杭温高铁建设范围，导致该项目短期

内无法开工建设。 鉴于研发中心技改项目短时期内无法确定合适的建设地点，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保证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将终止研发中心技改项

目， 并将该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共计4,767.81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注销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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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7年8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17年半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提出本意见前，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2017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2）。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