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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196

公司简称：日播时尚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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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卫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定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张云菊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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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821,615.92 727,748,401.00 5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99,270,629.99 483,491,676.89 85.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105,289.53 80,744,200.55 -86.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16,304,983.43 630,810,143.37 1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083,973.50 33,286,879.74 3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1,072,124.74 31,826,334.39 29.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73% 7.56% 减少0.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81 0.1849 17.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81 0.1849 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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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0,357.26 -79,0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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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278 6,16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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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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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326.30 -892,2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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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12.45 116,024.36

所得税影响额 -246,148.61 -1,298,469.20

合计 761,158.28 4,011,8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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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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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日播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129,600,000 54.00 129,600,000 质押 5,45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王卫东 29,070,000 12.11 29,07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曲江亭 15,930,000 6.64 15,93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王陶 1,800,000 0.75 1,80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林亮 1,800,000 0.75 1,80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郑征 1,800,000 0.75 1,800,000 质押 640,000 境内自然人

周娜 320,500 0.13 0 无 - 境内自然人

焦顺 318,500 0.13 0 无 - 境内自然人

梁炼忠 315,000 0.13 0 无 -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4,639 0.11 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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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娜 320,5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500

焦顺 318,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500

梁炼忠 3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

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54,639 人民币普通股 254,639

张文旭 208,630 人民币普通股 208,630

顾杰 1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200

霍注 18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800

吴志才 16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600

吴身侨 1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000

沈斌 1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卫东与曲江亭为夫妻关系；王卫东、曲江亭、王陶、林亮、郑征均为上海日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的股东兼董事；曲江亭为上海日播投资控股的总经理。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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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报告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48,918,684.52 27,136,349.13 80.00 主要为采购的季节性变化影响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20,240,000.00 20,000,000.00 1501.20

主要为募集资金管理， 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9,315,932.38 3,224,949.25 188.87 主要为对参股公司的增资所致；

短期借款 38,000,000.00 -100.00 因为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预收账款 9,045,448.43 6,029,828.80 50.01 主要为预收经销商提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6,489,994.57 24,186,432.82 -31.82 主要为季节性原因所致；

实收资本（或股本） 240,000,000.00 180,000,000.00 33.33 主要为发行新股所致；

资本公积 383,133,534.79 61,930,402.71 518.65 主要为发行新股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1-9月 2016.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1,495,006.29 -1,656,249.40 -190.26 主要为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6,519,103.14 2,706,528.04 140.87

主要为政府奖励以及财政扶持奖励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1,324,809.54 608,573.35 117.69 主要为公司公益性捐赠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1-9月 2016.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4,385,615.83 2,460,869.07 78.21

主要为政府奖励以及财政扶持奖励增加

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396,726,638.47 300,275,042.86 32.12 主要为采购量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43,980,000.00 126,500,000.00 330.02 主要为理财产品投资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

现金

3,101,265.17 351,699.43 781.79 主要为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34,099,066.75 17,637,484.22 93.33 主要为公司扩建物流基地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844,407,368.00 177,990,000.00 374.41 主要为理财产品投资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89,800,000.00 1,580,000.00 24570.89 主要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5,030,993.75 40,000,000.00 162.58 因为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7,313,192.10 178,767.12 3990.90 主要为IPO发行相关费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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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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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卫东

日期 2017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603196� � � �证券简称：日播时尚 公告编号：2017-027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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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日播时尚” ）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10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

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7年10月17日以邮件加电话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

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卫东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

人（其中董事王军、闫同柱、吕超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监事和高管列席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批准日播时尚《2017年三季度报告》并发布。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 上的

《2017年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通过该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批准日播时尚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主要运营轻户

外运动品牌。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上的《对

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通过该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议案》；

批准郑征先生辞去在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的董事、 战略委员

会委员、副总经理的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上的《关

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通过该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何定佳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通过该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董事的议案。 授权董事长

筹备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择机发布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3196� � � �证券简称：日播时尚 公告编号：2017-028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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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暂未命名，最

终以工商局核名结果为准）

●投资金额：3000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推动公司多品牌战略的实施，拓展公司业务范围，打造公司目标消费人

群的生活方式品牌，公司拟成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 该公司将

主要开发及运营轻户外、运动等品牌。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该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不需要经股东大会审

批。 该事项仍需获得注册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审核批准。

（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电子、环保、服装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服装设计，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展览展示服务，会务

服务，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网络工程，企业营

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从事货物进

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服装服饰及面辅料、鞋帽、箱包、针纺织品、日用百货、

通讯器材、电子产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

首饰的销售。

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以现金形式

出资，持有新公司100%的股权。

（以上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定为准）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拓展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多品牌战略实施，打造

围绕目标人群的生活方式品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 本次对外投资具体营业时间和执业内容尚需获得注册地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审核批准，具有不确定性。

（二）轻户外运动领域有很大发展空间，公司拥有客户资源、渠道资源、设

计创意及供应链等优势资源，但仍有可能存在专业人才、专业经验不足等经营

风险，公司将加大资源整合，采用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展经营，防范经营风

险。

特此公告。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3196� � � �证券简称：日播时尚 公告编号：2017-030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三季度服装行业相关经营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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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二号———服装》的要求，公司根据

2017年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对相关信息披露如下：

（1）按品牌、渠道的店铺数量统计

品牌 门店类型 2016年末 本期新增 本期减少 2017年三季度

broadcast:播

直营门店 119 43 10 152

经销门店 488 68 51 505

联销门店 70 19 5 84

小计 677 130 66 741

PERSONAL�POINT

直营门店 9 7 2 14

经销门店 5 2 2 5

联销门店 2 5 3 4

小计 16 14 7 23

CRZ

直营门店 51 15 12 54

经销门店 132 21 25 128

联销门店 10 7 2 15

小计 193 43 39 197

合计 886 187 112 961

（2）按品牌收入、成本、毛利分析(单位：万元)

品牌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当期 上年同期

broadcast:播 56,889.00 14.11% 21,046.33 20.88% 63.00% 65.08%

PERSONAL�POINT 1,861.93 6.97% 929.27 31.72% 50.09% 59.47%

CRZ 12,311.09 16.03% 4,522.74 13.66% 63.26% 62.50%

合计 71,062.02 14.23% 26,498.34 19.93% 62.71% 64.48%

（3）按销售模式分析(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当期 同期

直营销售 26,511.13 15.47% 6,708.22 16.11% 74.70% 74.84%

经销销售 32,870.12 6.03% 14,562.09 17.09% 55.70% 59.88%

联销销售 4,869.10 120.31% 2,015.26 116.87% 58.61% 57.96%

电商销售 6,811.67 12.83% 3,212.77 8.85% 52.83% 51.11%

合计 71,062.02 14.23% 26,498.34 19.93% 62.71% 64.48%

（4）按渠道分析

销售渠道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当期 同期

线下销售 64,250.35 14.39% 23,285.57 21.64% 63.76% 65.92%

线上销售 6,811.67 12.83% 3,212.77 8.85% 52.83% 51.11%

合计 71,062.02 14.23% 26,498.34 19.93% 62.71% 64.48%

2017年1-9月，公司经营业绩稳健增长，延续良好的发展态势。 营业收入

7.16亿元，同比增长13.55%，其中主营业务收入7.11亿元，同比增长14.32%。 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508万元，同比增长35.44%。主要归功于公司稳健的开

店策略，产品销量增长，直营店铺显著增加，渠道优势更加明显。

面对市场的竞争，公司加强品质提升，同时对2017年商品定价略作下调，

因此2017年商品的毛利率会有所下降,毛利率同比下降1.77个百分点，但产品

销量增加明显。 按品牌定位、渠道与商品组合不同，各品牌毛利变化有所差异：

直营销售模式影响不大，是因为直营销售折扣略有提升；经销模式的影响比较

明显是因销售商品定价调整所致；PERSONAL� POINT品牌毛利率下降是因

为秋季新品成本上升的影响。

特此公告。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3196� � � �证券简称：日播时尚 公告编号：2017-029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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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工作调整原因，公司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郑征先生拟担任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日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相应管理职务， 故郑征先生申请辞

去公司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职务。2017年10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郑征先生递交的辞呈。

公司董事会对郑征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的经营及发展做出的重要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公司代码：

603883

公司简称：老百姓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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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谢子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景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邓哲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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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8,945,669 4,909,689,483 1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44,670,293 1,850,390,528 10.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939,310 230,650,546 128.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258,772,062 4,317,553,742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379,764 208,251,326 3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61,579,384 198,627,786 3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9 9.11 4.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 0.78 32.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 0.78 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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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2,984 -70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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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902 14,783,0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31,521 2,439,2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66,374 -543,748

所得税影响额 -2,790,366 -3,171,531

合计 4,827,447 12,80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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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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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星投资有限公司 92,840,660 34.77 92,840,660 无 0 境外法人

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81,235,578 30.43 81,235,578 质押 33,441,1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10,000,767 3.75 无 0 未知

陈秀兰 8,800,521 3.29 8,800,521 无 0 境内自然人

石展 5,486,233 2.05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877,094 1.83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价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4,584,380 1.72 无 0 未知

鹰潭市瑞途投资中心 （普通合

伙）

3,098,978 1.16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西安圣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937,602 1.1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余江县均胜投资中心 （普通合

伙）

2,193,622 0.82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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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10,000,767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767

石展 5,486,233 人民币普通股 5,486,23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877,094 人民币普通股 4,877,09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4,584,380 人民币普通股 4,584,380

鹰潭市瑞途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3,098,978 人民币普通股 3,098,978

西安圣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937,602 人民币普通股 2,937,602

余江县均胜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2,193,622 人民币普通股 2,193,622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1,528,538 人民币普通股 1,528,538

平安资管－邮储银行－如意10号资产管理产品 1,500,091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91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300,193 人民币普通股 1,300,1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谢子龙、陈秀兰夫妇和EQT为本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其中，谢子

龙、陈秀兰夫妇通过医药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陈秀兰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EQT通过一系列的特殊目的公司间接持有泽星投资

99.3%股份，泽星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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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年初至

报告期末

年初/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25,123,89 42,175,471 -40.43% 待抵扣税金增加

在建工程 187,092,712 17,225,370 986.15% 健康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持续投入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756,861 9,673,973 579.73% 本期预付收购款、工程款增加

应付票据 546,961,458 417,106,781 31.13% 本期加大银承支付比例

应付利息 5,824,518 13,243,110 -56.02% 本期支付前期计提利息

应付股利 - 1,170,000 -100.00% 本期支付少数股东股利

其他应付款 218,540,220 157,157,878 39.06% 本期业务发展保证金等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9,130,066 6,916,216 32.01% 本期会员积分递延权益增加

长期借款 111,600,000 - 100.00% 本期新增三年期借款

递延收益 6,792,733 2,022,733 235.82% 本期收到专项使用款增加

管理费用 268,198,989 202,209,214 32.63% 本期业务发展人工费用等增加

财务费用 44,458,479 19,977,878 122.54% 本期债券利息增加

营业外收入 24,117,191 19,835,857 21.58% 本期往来清理收益、补贴等增加

营业外支出 7,601,532 3,458,300 119.81%

本年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赔偿金

等增加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6,454,078,784 4,915,985,892 31.29% 本期业务发展，商品收入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7,641,663 23,292,469 61.60%

本期业务发展， 其他业务收入增

加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4,145,324,543 3,119,229,337 32.90% 本期业务发展，商品购进等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4,007,460 21,177,928 -81.08%

上年度并购项目房产剥离收到外

置资金，本期无该项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79,913,330 108,485,534 158.02% 健康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持续投入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660,842,593 -100% 本期无支付收购子公司款项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65,980,000 100% 本期预付收购款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600,000 3,750,000 182.67%

本期新设国医馆等创新项目子公

司，吸收投资款增加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800,000,000 -100.00% 本期无发行债券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500,000 468,200,000 -97.54% 本期减少归还借款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128,240,646 93,158,150 37.66% 本期支付债券利息等较上期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4,650,000 9,360,000 -50.32% 上年发行债券承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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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经营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9月30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5,877万元， 同比增长21.8%，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7,438万元，同比增长31.75%。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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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零售 4,798,409,728 2,963,680,423 38.24% 18.74% 18.29%

增加0.24个百分

点

医药制造 48,558,538 36,722,550 24.37% 26.17% 33.09%

减少3.94个百分

点

医药批发* 360,017,738 330,391,519 8.23% 75.73% 70.87%

增加2.61个百分

点

其他 51,786,058 31,263,193 39.63% 56.1% 11.67%

增加24.02个百

分点

合计 5,258,772,062 3,362,057,685 36.07% 21.8% 22.06%

减少0.13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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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成药 3,811,952,371 2,698,110,808 29.22% 21.26% 23.26%

减少1.15个百分

点

中药 520,885,319 236,256,496 54.64% 34.47% 35.32%

减少0.29个百分

点

非药品 740,789,313 396,427,188 46.49% 13.76% 9.22%

增加2.23个百分

点

其他 185,145,059 31,263,193 83.11% 36.8% 11.67%

增加3.8个百分

点

合计 5,258,772,062 3,362,057,685 36.07% 21.8% 22.06%

减少0.13个百分

点

*医药批发同比增长主要是对外部单位的批发收入，包含对加盟品牌“老

百姓健康药房”（283家加盟门店）的商品配送快速增长所致。

（2）主营业务分区域情况

区域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华中区域 2,149,209,183 17.05%

华南区域 469,279,896 8.73%

华北区域 280,869,435 -1.34%

华东区域 1,208,493,538 16.93%

西北区域 1,150,920,010 57.32%

合计 5,258,772,062 21.8%

注：华中区域包括：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河南省；华南区域包括：广东

省、广西省；华北区域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华东区域包括：浙江省、上

海市、安徽省、江苏省、山东省；西北区域包括：陕西省、甘肃省。

（3）市场布局情况

①截止2017年9月30日，公司拥有直营门店2,039家，其中：新建直营门店

168家，并购门店82家，关闭门店49家，报告期内门店总体分布情况如下：

区域

2017年1-9月

新增 闭店 期末

华中区域 70 24 868

华南区域 40 3 202

华北区域 10 8 118

华东区域 58 13 474

西北区域 72 1 377

合计 250 49 2,039

②公司门店经营效率如下：

店型

门店数

（家）

门店经营面积

（平方米）

日均坪效

（含税，元/平方米）

旗舰店 100 59,348 116

大店 168 47,968 70

中小成店 1,771 238,497 42

合计 2,039 345,813 59

3.2.2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进展情况说明

（1）2016年9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公告编号 ：

2016-083）， 并经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

17,825,311股（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募集资金总额（含

发行费用）不超过8亿元，由公司共同控制人之一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告编号：2016-096）。

（2）2016年11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3311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老百姓大药房连

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公告

编号：2016-105）。

（3）2016年12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3311号） 要求公司就反馈意见中的有关问

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日内向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

复意见。公司于2017年1月11日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

披露（公告编号：2017-003）。

（4）2017年3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申请中止审查2016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鉴于公司聘请的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

所）的自身原因，经与该所友好协商，本公司拟终止法律顾问聘用协议，另行聘

请新的律师事务所做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 待新的发行人律师完成必需

的核查程序出具新的法律文件， 本公司也将同时申请恢复审核。 （公告编号：

2017-007）。

（5）2017年4月17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163311号）， 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中止审查申请。

2017年4月18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恢复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申请文件的申请》等文件。 （公告编号：2017-019）。

（6）2017年6月20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

审核通过。 （公告编号：2017-030）。

（7）2017年8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老百姓大药

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59号）（公

告编号：2017-040）。

（8）2017年9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有效延长12个月， 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 （公告编号：2017-046），此议案已经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 （公告编号：2017-049）。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3.2.3收购项目进展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4起新的并购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非全资子公司兰州惠仁堂与兰州智仁堂大药房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协议，收购其控制的22家门店的业务及相关资产，收购成本为1,311.17

万元，该项目已于2017年9月完成交割；

（2） 公司非全资子公司兰州惠仁堂与甘肃省各市县9家单体药店签订协

议，收购其控制的9家门店的业务及相关资产，收购成本为484.59万元，该项目

已于2017年9月完成交割；

（3）公司与胡建中、吴春红签订协议，收购其拥有的镇江华康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65%的股权(37家门店)，收购成本6,760万元，该项目预计在四季度完

成交割；

（4）公司与李军、陈秀梅、李明翰、通辽泽强医药信息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签订协议， 收购其拥有的通辽泽强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

(216家门店)，收购成本为27,137万元，该项目预计在四季度完成交割。

（二）报告期内，公司并购项目交割情况：

（1）公司与徐郁平、崔旭芳签订协议，收购其拥有的江苏百佳惠苏禾大药

房连锁有限公司51%股权（103家门店），收购成本为6,630万元，该项目原计

划于2017年9月交割，现预计在四季度完成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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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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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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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之一

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投资” ）的通知：为补充

流动资金，医药投资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

行” ）签订了《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7,500,000股限售流通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1.54%，占公司总股本的6.55%）质押给招商银行，初

始交易日为2017年10月30日，购回交易日为2021年10月30日。

医药投资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 股权质押不会引起医药投资对其所持公司股份

的表决权的转移。 根据质押协议约定，本次交易设定预警线、补仓线及平仓线，

一旦触发， 医药投资将采取补充保证金或补充质押标的证券的方式应对上述

风险。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医药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81,235,578股，均为限

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0.43%。 医药投资累计质押股份总数为69,941,

1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6.10%，占公司总股本的26.20%。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