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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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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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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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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2018年末公司总股本431,402,167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9,230,020股， 即422,

172,14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50元 （含税）， 合计发放现金红利105,543,

036.75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304,487,973.25滚存至下一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

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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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创时尚 60360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璐 王立凡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银沙大街31号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银沙

大街31号

电话 020-39301538 020-39301538

电子信箱 topir@topscore.com.cn topir@topscore.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致力于以消费者用户为中心，积极打造以用户为本的数字化时尚生态圈。

目前主要业务分为两大板块：以多品牌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的时尚鞋履服饰类业务，为消费者提供不同

定位的时尚商品与价值服务体验；以移动互联网精准营销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务，通过移动应用分发与

推广以及移动互联网广告程序化投放等业务模式，实现流量变现。 两大业务板块围绕时尚生态圈，以数字化驱

动新零售，推动时尚品牌零售产业升级。

1.�鞋履服饰板块：

公司时尚鞋服配饰类业务板块之主营业务为时尚鞋履及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分销及零售。 公司为时尚

女鞋行业领先的多品牌全产业链运营商之一， 旗下拥有六大女鞋品牌， 包括五个中高端女鞋自有品牌

“KISSCAT” 、“ZSAZSAZSU” 、“tigrisso” 、“KissKitty” 和“KASMASE” ，以及代理西班牙中高端女鞋品

牌“Patricia” 。 以女鞋业务为基础，公司积极拓展时尚生活方式品牌与品类，包括推出多场景全品类男装自有

品牌“型录 MUST� HAVE” ，代理意大利时尚创意品牌“O� BAG” ，并参投国际化设计师品牌United� Nude

（UN）。通过不同消费定位、不同风格的多品牌、多品类组合矩阵，满足不同生活阅历和价值追求的消费者的差

异化需求。

2.�移动互联网数字营销板块

公司移动互联网数字营销业务主要为小子科技业务，具体包括移动应用分发与推广以及移动互联网广告

的程序化投放。 小子科技为广告主提供包括策划、投放、监控在内的全方位移动互联网营销服务，提升了广告

主品牌与产品知名度，通过精准营销导入潜在消费者，在其整合平台实现跨媒体、跨终端的投放资源规划；同

时也为媒体渠道提供了广告位管理服务与流量变现渠道。

（二）经营模式

1.�鞋履服饰板块

公司采用全产业链纵向一体化运营的经营模式，业务涉及品牌规划、产品设计、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

物流、品牌营销、零售服务等产业链上各个环节。 公司始终围绕全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的两端“产品” 和“用户”

深耕细作，匠心打造质优产品，升级用户服务体验。 在产品与用户连接的环节通过简化层级、缩短流程提高效

率，以一体化运营有效实现资源整合与协同优化。

（1）研发模式：

以用户为中心，在差异化的品牌定位与目标客群特征下，公司旗下各品牌坚守原创设计并实行自主、独立

的产品开发，研发过程分为商品企划与产品设计两个主要阶段。 研发体系围绕数字化和健康时尚两大核心理

念：根据不同品牌客层定位结合时尚流行趋势、新材料应用等资讯，同时聚焦人足形态结构，通过脚型测量不

断提高舒适度，并以PLM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实现数字化研发平台。

（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类别主要包括面料、底料、里料、辅料等原材料，以及部分外采商品。 公司采取“战略+按需” 采购

模式，通过加强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有效控制采购成本与保证采购品质，保障各生产计划与排产按时按质开

展。

（3）生产模式：

公司以自主生产为主，辅以外协生产（包括：OEM和ODM生产两类），报告期内自产比例达51.26%。 一体

化供应链以对市场流行趋势、消费需求的综合分析与判断作为计划前提，综合考虑市场规模、时尚潮流趋势、

各城市群区域特征、季节变换等因素，通过一年四季的订货会对订单款式与数量进行确定。 在自主生产方面生

产中心根据订单需求科学排产、按需计划，合理布置作业流程，确保生产线上产品快速流动并提升生产效率，

以多批次、小批量的柔性生产方式，并通过量产前试制预防、量产中关键工序重点防控，确保品质；外协生产方

面则由生产中心在厂商甄选、生产过程管控、质量控制等关键流程进行跟踪管理。

（4）销售模式：

公司建立了直营店零售、经销商分销以及电商业务的全渠道销售模式。 围绕消费者用户，以互联网技术，

大数据应用为依托，公司通过搭建以SAP� Hana为核心构建的业务财务一体化平台、以阿里云及大数据新技术

为支撑的全渠道交易平台及商品运营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全网会员通、商品通、库存通、价格通、支付通等业

务交易系统平台建设， 提升全渠道零售运营效益。 线下与线上销售在报告期内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85.58%、14.62%，其中线下渠道品牌店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计1,925家，包括直营1,377家，加盟548家，与

去年年末店铺相比，报告期内直营店新增店铺91家，加盟店铺净关店93家。

2.�移动互联网数字营销板块

小子科技定位于基于受众的精准营销服务公司，主要为广告主提供移动应用分发与推广以及移动互联网

广告的程序化投放。

（1）移动应用分发和推广：小子科技根据广告主的营销需求制定整体营销方案，通过网盟、应用商店等移

动互联网媒体渠道为广告主的移动应用进行宣传、推广与分发，进而为广告主获取新的移动应用客户。 报告期

内小子科技主要服务的APP包括爱奇艺、淘宝等有影响力的应用。

（2） 程序化推广： 小子科技作为SSP对接了包括百度联盟、 腾讯广点通、58同城、 小米广告联盟等多家

DSP/广告网络，为其提供广告程序化投放服务；同时，将媒体流量通过SDK或API方式接入小子科技柚子移动

SSP，帮助媒体渠道实现其流量的变现。 小子科技独立开发的柚子DMP平台，通过对来自多个数据源的广告分

类、广告受众等数据进行分析，提升投放精准度，提升转化率，降低推广成本。

（三）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处的行业

公司主营业务分为两大板块：时尚鞋履服饰类业务主要产品为中高端时尚女鞋，以及服饰配饰类产品，属

于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C19）；以小子科技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数字营销业务，属于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I64）。

2.�行业发展现状、竞争格局与发展趋势

（1）鞋履服饰行业

时尚女鞋属于纺织服装行业的细分子行业，近年来随消费零售环境变化，呈现出如下特征与发展现状：

① 消费增速放缓，总体消费有所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宏观经济数据，GDP同比增长6.6%；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

因素）同比增长6.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社会总体消费增速减缓并持续处于低增长已成为新常

态，其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8.4%，增长虽与去年持平但该费增速低于社会总体消费水平。 消费规模随

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升有所增加，而在消费品类需求上，女鞋作为基本传统消费品因女性人口基数、以及

消费场景不同所致消费频次较高，仍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

② 消费分级明显

近年来国内消费者消费习惯、消费方式更多元，呈现出碎片化、理性化与圈层化的特点。 消费分级与分化

明显，尤在以下方面：

消费渠道多元化：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2018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以百货为

主）零售额同比增长仅0.7%；2018年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实现70,198亿元，较上年增长25.4%,对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45.2%，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1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到18.4%。 年轻一代消费者首选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线上渠道进行消费，线下、线上渠道客流分化明显。此外，

社交营销于2018年蓬勃发展，新一代消费者借助社群网络、各种社交软件如小红书、抖音等新兴渠道推动消费

者即兴消费。

消费方式与风格变化：80-90后已成为消费主力军，个性化、多样化、时尚感消费成为主流，年轻一代更追

求自我价值主张与自我表达，更希望通过与品牌互动、产品秀晒、口碑传播等多维度与品牌建立共鸣。 同时因

消费群体呈现年轻化，以及生活场景多样化也使潮流风格切换，时尚休闲、运动风格的品类与产品备受青睐。

③ 优质生产资源向头部企业聚拢

在国家宏观经济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环保与质量标准等法制化要求不断提高，员工各项保障性

成本费用实施措施严格要求等情况下，以代工为主的落后、过剩产能将被逐步淘汰，具备自主生产能力的鞋企

一方面积极通过先进技术转型升级生产线提高竞争力建立更高壁垒，另一方面加强与具有规模效益之优质生

产资源的OEM/ODM厂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优质生产资源将逐步向头部女鞋企业聚拢。

④ 数字化驱动产业升级

用户数据资产将成为品牌零售企业业务能力的核心。 基于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应用，通过全产业链的

全流程数字化改造，以数据为驱动，并赋能业务层级精准聚焦及服务消费者用户，将推动产业与企业转型升

级。

在上述行业变化发展现状之下，作为时尚产业中的细分行业，中高端时尚女鞋市场竞争尤为激烈。 品牌集

中度较高，市场份额也多集中在拥有多品牌和完整产业链、及在早期借助线下百货渠道布局扩张的头部女鞋

企业。 然而随着消费分级明显，消费结构变化，消费渠道调整，行业面临着重新洗牌，行业竞争已由“渠道为

王” 转变为“产品与用户为王” ，时尚女鞋企业也将聚焦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品质与更佳的服务体验，

并呈现以下行业发展趋势：

① 供应链向智能化升级、优质生产资源集中度越来越高

供应链将不断优化并实现柔性化生产以满足时尚潮流变化及产品风格快速转换。 同时，自动化、智能化制

造包括设备化程度提高、自动化生产设备如机械手臂等的运用，将有效提升产品生产效率和确保产品品质以

及降低人力成本不断提升的压力。

伴随供应链不断升级优化，规模效应提升明显的同时，柔性化、智能化生产线将更精准更快速地满足消费

者需求，优质生产资源将继续向头部规模企业聚拢，集中度将越来越高。

② 着力提升产品力与加强用户运营

行业与企业竞争的焦点将从模式创新回归到商业本质：产品运营以及用户运营，过往跑马圈地依靠渠道

扩规模快增长的模式回归到加强产品运营与用户运营，贯穿企业高效管理提质、增效。 提升产品力包括产品设

计研发精准度、商品运营效率等综合能力，加强用户运营包括深挖用户需求、精准匹配用户、开拓潜在新客与

提高粘性、维护存量老客与提高复购率和提升忠诚度等，将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

③ 产业链全流程数字化

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快速迭代更新，其应用已经渗透到消费行为、产业链业态、乃至企业管理经营

模式并产生巨大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5G技术、AR/VR、区块链等一批新技术日渐成熟，鞋企也将全面加快科

技应用，通过科技手段加强产品与用户的连接、沟通与互动。 通过产业链全流程数字化建设，企业可以把产品

信息、生产流程、物流信息、服务跟进等信息更清晰、完整地展现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可以精准购买所需商

品，同时商品也可更快、更有效地传递到消费者手中，满足用户全渠道与无边界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丰富购物

体验。

（2）移动互联网营销行业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等互联网移动终端的不断普及，移动互联网营销作为传统

媒体广告之外的新兴业态营销方式，在整体广告市场中所占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已逐渐成为广告投放的主流

渠道，并呈现以下发展特征与态势：

①互联网营销规模扩张、移动互联网营销受众增长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

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9.6%，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

高达98.6%。 网民，特别是手机网民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每日在线时长的增长，为移动互联网营销提供了广泛

而坚实的受众基础。 移动网民的增长和物联网渗透率的进一步提升，移动端的数据价值凸显。

② 移动应用程序APP数量持续激增、程序化购买份额不断提升

据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我国市场上监测到的移动应用程序在架数量为449万款。 其中

我国本土第三方应用商店移动应用数量超过268万款，占比为59.7%；苹果商店（中国区）移动应用数量约181

万款，占比为40.3%。 APP�数量的爆发以及APP�开发群体的扩大也使得开发者专业化的服务需求持续增长，

面向移动应用开发者的专业服务市场广阔。 此外，目前我国移动端展示类广告程序化购买的投放份额也不断

提升，预计2018年移动端展示类广告的程序化购买份额超过12%。

伴随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关联行业高速发展，产业链中移动互联网营销企业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不存在

明显的龙头企业，单一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较小，竞争较为充分。 以“大数据” 为基础及其应用的相关业务如移

动应用分发与推广、程序化推广目前已形成高度市场化的完全竞争市场，并呈现如下行业发展趋势：

① 移动端数据价值持续提升，数据应用能力成为核心

手机网民持续增长，使得大数据采集群体更加广泛；移动端使用时长增加，信息采集更加丰富连贯；场景

化特征为大数据发展带来新契机。 而移动端数据拥有巨大的挖掘潜力与分析价值，但其碎片化、场景化的特点

也使挖掘、分析、应用的难度加大。因此对于数据获取能力、整合能力以及底层算法技术能力成为竞争核心。拥

有核心数据、核心技术的专业化大数据服务商将在未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利用差异化服务实现发展。

② 大数据在移动互联网营销中的运用逐渐成熟，移动营销前景可观

广告主对营销有着天然的精准性要求。 移动互联时代市场营销竞争愈加激烈，针对消费者客户的营销手

段越来越多样化，广告主对于精准营销的诉求也随之不断强化，广告主对广告效果的可衡量性及精确性要求

越来越高。 而移动互联网精准营销基于数据实力、底层用户画像技术并精准运用于营销投放的竞争实力使得

移动互联网营销拥有可观发展前景。

③ “大数据”“互联网+” 的应用推动产业互联网化发展

大数据与互联网+等应用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驱动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变革，推动制造业向网络化、数

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互融，将有利推动传统行业在垂直领域向产业互联网

化转型升级。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712,671,317 2,832,817,253 -4.24 1,822,187,109

营业收入 2,052,342,115 1,733,843,632 18.37 1,547,982,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2,200,380 187,938,425 28.87 117,278,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230,859 161,607,404 26.99 97,475,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54,445,540 2,007,648,716 7.31 1,529,589,8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3,741,425 270,090,208 12.46 212,441,2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8 16.67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8 16.67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0 12.00 减少0.30个百分点 8.41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69,742,815 533,596,190 465,255,523 583,747,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011,246 63,256,080 48,237,004 55,696,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2,013,598 66,659,950 31,953,468 44,603,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72,791 149,421,284 56,087,980 58,059,37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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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9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58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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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高创有限公司 0 94,780,896 21.97 94,780,896 无 0 境外法人

广州禾天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普通合伙）

0 88,830,630 20.59 88,830,630 质押 32,469,1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广州尚见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普通合伙）

0 52,414,908 12.15 52,414,908 质押 30,153,6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李怀状 0 19,162,830 4.44 19,162,83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广州创源投资有限公司 0 15,740,466 3.65 15,740,466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沈阳善靓商贸有限公司 0 12,833,100 2.97 12,833,100 质押 7,19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刘晶 0 8,099,726 1.88 8,099,726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李林 0 7,400,317 1.72 0 质押 6,505,300

境内自然

人

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916,

350

6,644,450 1.5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林丽仙 0 6,321,740 1.47 6,321,74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梁耀华和李林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二人与受梁耀华控制的香港高创及受李

林控制的广州禾天于2011年12月7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梁耀华和李林

确认自天创有限设立以来至协议签订日， 一致同比例间接持有天创有限的股

权，且双方一直担任天创有限的董事，双方无论在香港高创层面还是在天创有

限董事会层面均采取和保持一致行动；自协议签订日起，梁耀华、李林、香港高

创、广州禾天一致同意在发行人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就任何事项进行表决时及

股权转让和锁定方面采取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5年，有

效期届满，如各方无变更或终止提议，本协议自动续期5年，依此类推。广州禾天

的控股股东李林是广州尚见及广州创源股东倪兼明的姐夫。 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限售股股东之间、限售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由香港高创和广州禾天两大股东共同控制。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布局上述重点工作，集团合并实现营业收入205,234万元，同比增长18.4%；实现归母净

利润24,220万元，同比增长28.9%；集团实现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30,374万元，同比增长12.5%；各项周转率如

存货周转指标稳定向好，运营管理质量得以持续并逐步加强。 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小子科技经营结果良好，

实现营业收入30,384万元，同比增长31%；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长3个百分点达42.3%；报告期内小子科技实现

归母净利润10,031万元，同比增长47.4%；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12,734万元，同比增长255.7%。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及其解读，本公司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已相应调整，对财务报表的影

响请参见第十一节五(33)。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所有子公司情况请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于2018年度新纳入合并

范围的子公司为云桃网络、霍尔果斯邦卡和天津同行，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证券代码：

603608

证券简称：天创时尚 公告编号：临

2019-020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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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 、“公司” 、“天创时尚”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9年4月12日上午10:00在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银沙大街31号公司行政办公楼三楼三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2日以专人送达、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与会的各位董事已经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林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

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2018年年度报

告》 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部分。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第二届独立董事黄文锋先生、魏林先生、蓝永强先生，第三届独立董事周宏骐先生、伏军先生、胡世明先生

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 ）审计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我

公司（仅指母公司）2018年度实现税后净利润163,151,026�元。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应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16,315,103�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的利润连同上年末的未分配利润371,045,629元，并扣除2018年度已

分配利润107,850,542元，剩余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410,031,010元。

鉴于公司已于2019年3月6日实施完毕股份回购事项， 董事会拟定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派预案： 公司以

2018年末公司总股本431,402,167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9,230,020股， 即422,172,147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50元（含税），合计发放现金红利105,543,036.75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304,487,973.25滚存至下一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董事会认为：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且公司本次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

资金短缺。 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对于分红的相关规定，利润分配预案

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提出的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公司长期持续分红的政策，且兼顾了公司与股东利益，有利于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及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会计师事务所所发表

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

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6亿元的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在确保不影响自有流动资金

使用的情况下进行滚动使用。

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和办理相关事

项， 授权财务总监行使单笔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额度范围内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 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壹年有效。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授权履行了必要法律程序及审批程序，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目前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在不影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的

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普华永

道” ）出具了《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018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2,376万元，实际发生额度为1,321.6221万元，比预计减少1054.3779万

元。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2,510万元。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未达到预计的原因主要是关联

方所经营之加盟区域市场业务与规模有所调整， 部分区域由加盟转为直营所致；2019年度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与2018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其主要原因是根据加盟市场业务调整与规模作出预计，各关联人主体业

务有所调整。

独立董事已作出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意见：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是公司董事会根据日常经营的

实际情况作出的，交易价格与公司跟其他非关联关系经销商定价一致，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自愿、诚信的

原则，并且对2019年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进行的预计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日常

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未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负面影响。 公司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作出事前认可并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含）同意。

1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5月份完成换届工作， 现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第二届、 第三届董事

2018年度工作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现确认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如下（以下仅统计董事任职期间薪酬）：

（1）董事李林2018年薪酬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李林

董事长

（2018年5月换届上任，2018年1-4月任公司副董事长）

94.50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关联董事李林先生、倪兼明先生回避本项表决；

（2）董事梁耀华2018年薪酬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梁耀华

董事

（2018年5月换届上任，2018年1-4月任公司董事长）

98.10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梁耀华先生回避本项表决；

（3）董事倪兼明2018年薪酬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倪兼明 董事兼总经理 120.80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关联董事倪兼明先生、李林先生回避本项表决；

（4）董事王海涛2018年薪酬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王海涛

董事

（2018年5月换届上任，2018年1-4月任公司高管）

64.16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王海涛先生回避本项表决；

（5）董事连霞2018年薪酬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连霞

董事

（2018年5月换届上任）

65.83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连霞女士回避本项表决；

（6）独立董事周宏骐2018年津贴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周宏骐

独立董事

（2018年5月换届上任）

9.35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周宏骐先生回避本项表决；

（7）独立董事伏军2018年津贴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伏军

独立董事

（2018年5月换届上任）

9.35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伏军先生回避本项表决；

（8）独立董事胡世明2018年津贴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胡世明

独立董事

（2018年5月换届上任）

9.35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胡世明先生回避本项表决；

（9）离任董事王向阳2018年薪酬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王向阳

董事兼财务总监

（已于2018年5月换届离任）

24.50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0）离任董事贺咏梅2018年津贴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贺咏梅

董事

（已于2018年5月换届离任）

3.31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1）离任独立董事黄文锋2018年津贴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黄文锋

独立董事

（已于2018年5月换届离任）

2.35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2）离任独立董事魏林2018年津贴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魏林

独立董事

（已于2018年5月换届离任）

2.35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3）离任独立董事蓝永强2018年津贴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蓝永强

独立董事

（已于2018年5月换届离任）

2.35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2018年度薪酬水平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薪酬水平及当地物价水平，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关

于确认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议案（1）-（9）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10）-（13）已经公司2012年5月9日创立大会

审议通过，本年度换届前未做调整，故无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14.�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工作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 现确认公司高管

2018年度薪酬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税前收入（万元）

1 何祚军

副总经理

（2018年5月换届上任）

109.53

2 刘婉雯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018年5月换届上任）

35.60

3 杨璐 董事会秘书 25.13

4 石正久

副总经理

（已于2018年5月换届离任）

17.93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是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参考同行业薪酬水平，结合其经营管理能

力与岗位职责、并视年度经营目标完成情况综合确定。 董事会针对此议案进行审议的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分配方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及奖金构成。 其中基本薪酬参考同行业薪

酬水平，并结合职位、能力、岗位责任综合确定；绩效薪酬及奖金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视董监高年度经营目标

完成情况而定，并根据所在地区薪酬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做相应调整。 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标准拟在2018年度薪酬基础上，再根据同行业薪酬水平、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以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做相应调整。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是参照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水平，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 薪酬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有利于调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确定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标准是合理的，我们一致同

意《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和业务发展需要，同意2019年度公司（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合计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包含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额度、银行承兑汇票额度、票据融

资额度、银行保函额度、固定资产贷款额度、融资租赁等，融资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抵押及质押等。 授信额度

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金额为准，期限壹年，融资期限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生产经

营的实际资金需求而确定。

同意授权董事长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

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授权期限：自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7.�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女鞋销售连锁店扩建项目” 、“亚太产品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流

动资金” 已实施完毕，董事会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同时，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

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的节余资金17,516.19万元（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理财

收益等的净额，具体金额按转出时账户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

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会议， 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含）同意。

18.�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

要求和公司发展的需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 本次《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 ）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

在公司2018年度审计期间勤勉尽责，严格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恪守职业

道德，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准确、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审计结论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持续性，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为2019年度审计机构，负

责公司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相关审计工作,并为公司进行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聘期壹年。 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行业标准和公司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其报酬事宜。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续聘普华永道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及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鉴于本次发行的申报基准日为2018年12月31日，公司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发生变化，公司董事

会认真对照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资格和条件的规定，对公司的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逐项自

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目前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同意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申报基准日为2018年12月31日，公司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发生变

化，现对《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2.�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申报基准日为2018年12月31日，公司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发生变

化，现对《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及填补措施的议案》的内容进行修订和

完善。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修订

稿）》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3.�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编制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该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鉴证报告。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监管要求以及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根据2018年9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新修订的《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修订公司章程相应内容，《公司章程修正案》（2019年4月）详见附件。 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因本次变更所致章程修改、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含）同意。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5.�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6.�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则，公司董事会拟定于2019年5月14日召开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上述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核查意见；

5、上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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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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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86�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

的通知》（[2016]40� 号）核准，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7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86,00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52,838,2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33,161,8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6年2月6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145号《验资报

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于2016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减：以前年度已使

用金额

本报告期使用金额 期末余额

2016年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633,161,800 440,908,086 25,636,379 166,617,335

合计 633,161,800 440,908,086 25,636,379 166,617,33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本年度及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466,544,465元，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余额为 166,617,335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于2012年8月5日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制定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2017年4月1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相应更新。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

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述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于2016年3月4日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场路支行（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共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8年度，公司按照上述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专户用途 余额 备注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支行

658766769550

女鞋销售连锁店

扩建项目

55,690,086 —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机场路支行

120906944610909

亚太产品设计中

心建设项目

—

已于2016年5月26

日销户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696676126 补充流动资金 —

已于2017年2月15

日销户

合计 55,690,086

注1：于2018年12月31日，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见附表)，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人民币

40,000,000元。

注2：于2018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用于暂时性补流80,000,000元。

在完成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后， 公司在招商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 （账号为

120906944610909）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零，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使用，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已于2016年5月26日办理完毕在招商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账号为 120906944610909）募集资金

专户的注销手续。 公司和招商证券、招商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另外公司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账号为696676126）募集资金专户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根据《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已于2017年2月15日办理完毕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账号为696676126）募集资金

专户的注销手续。 公司和招商证券、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2016年5月10日召

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会议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5,602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有关事项。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

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

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已于2016年4月15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6]1225号 《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2018年10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合计使用7,000万元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支付货款及报销，使用1,000万元用于支付人员

工资。 截止2019年3月20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2018年5月

17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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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50,000万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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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币20,000万元，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或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和办理相关事项，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

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如下表：

受托人

委托理

财产品

类型

委托理财金

额

委托理

财起始

日期

委托理财

终止日期

报酬确

定方式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实际获得

收益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金

额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是否

涉诉

关联

关系

民生银

行广州

分行

综合财

富管理

50,000,

000.00

2017/1

2/14

2018/1/1

5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186,

666.67

是 0 否 否 其他

民生银

行广州

分行

综合财

富管理

90,000,

000.00

2017/1

2/21

2018/1/2

4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90,000,

000.00

357,

000.00

是 0 否 否 其他

中国银

行广州

番禺支

行

人民币

“按期

开放 ”

产品

50,000,

000.00

2017/1

2/28

2018/1/1

8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115,

068.49

是 0 否 否 其他

民生银

行广州

分行

综合财

富管理

50,000,

000.00

2018/1/

19

2018/3/8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286,

666.67

是 0 否 否 其他

中国银

行广州

番禺支

行

人民币

“按期

开放 ”

产品

50,000,

000.00

2018/1/

18

2018/3/5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252,

054.79

是 0 否 否 其他

民生银

行广州

分行

综合财

富管理

90,000,

000.00

2018/1/

31

2018/3/1

6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90,000,

000.00

495,

000.00

是 0 否 否 其他

中国银

行广州

番禺支

行

人民币

“按期

开放 ”

产品

50,000,

000.00

2018/3/

6

2018/4/1

1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177,

534.25

是 0 否 否 其他

民生银

行广州

分行

综合财

富管理

50,000,

000.00

2018/3/

12

2018/5/2

8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513,

333.33

是 0 否 否 其他

民生银

行广州

分行

综合财

富管理

90,000,

000.00

2018/3/

20

2018/5/2

8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90,000,

000.00

828,

000.00

是 0 否 否 其他

中国银

行广州

番禺支

行

人民币

“按期

开放 ”

产品

90,000,

000.00

2018/5/

29

2018/6/6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90,000,

000.00

59,

178.08

是 0 否 否 其他

中国银

行广州

番禺支

行

人民币

“按期

开放 ”

产品

30,000,

000.00

2018/4/

12

2018/7/1

6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0,

000.00

281,

095.89

是 0 否 否 其他

民生银

行广州

分行

综合财

富管理

30,000,

000.00

2018/4/

13

2018/10/

1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0,

000.00

765,

000.00

是 0 否 否 其他

招行银

行广州

机场路

支行

步步生

金8688

号理财

产品

35,000,

000.00

2018/6/

13

2018/10/

12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5,000,

000.00

378,

335.61

是 0 否 否 其他

民生银

行广州

分行

综合财

富管理

50,000,

000.00

2018/5/

31

2018/11/

26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000.00

1,243,

055.56

是 0 否 否 其他

民生银

行广州

分行

综合财

富管理

55,000,

000.00

2018/6/

14

2018/12/

24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5,000,

000.00

1,474,

305.56

是 0 否 否 其他

民生银

行广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40,000,

000.00

2018/1

1/27

2019/2/2

7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0,000,

000.00

408,

328.77

是 0 否 否 其他

合计 /

900,000,

000.00

/ / /

900,000,

000.00

7,820,

623.67

/ / / /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均在授权期内进行，购买理财产品的闲置募集资金已于到期日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报告期后，2019年4月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17,516.19万元

（截至2019年3月20日余额，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 独立董事、招商证券均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

原因如下：

1、近年来随着80-90后成为消费群体主客层，其消费模式、消费习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此外移动互联

网与支付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兴购物业态如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的崛起，均推动零售新渠道的调整与变革。

根据消费与零售环境的变化，公司持续优化实体店铺营销渠道的布局，一方面选择与品牌档次相匹配的商场

或购物中心开拓优质店铺，调整店铺扩建节奏并优化低效店铺；另一方面重点加强店铺运营管理与服务水平，

有效降低成本费用投入，提高单店效率及盈利能力。 因此，公司“女鞋销售连锁店扩建项目” 项目在已完成建

设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下，形成了部分募集资金节余。

2、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从项目

的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严格控制物资采购、店铺建设，有效利用各方资源，在保证项

目建设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强对项目的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严格控制募集资金的支出，充分考虑

资源的综合利用，合理调度优化各项资源，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节省了资金支出。

3、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取得了一

定的理财收益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此事项尚需提交至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六）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鉴证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2]44号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上市公司日常

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第一号 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天创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 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天创时尚2018年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和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

用；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3、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633,161,8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释1)

25,636,

3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无

466,

54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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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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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3)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女鞋

销售

连锁

店扩

建项

目

不适用

466,362,

200

—

466,362,

200

25,636,

378

299,744,

865

-166,

617,335

64.27

%

2019

年3月

93,753,

133

是 否

亚太

产品

设计

中心

建设

项目

不适用

38,

774,500 —

38,

774,500 —

38,774,

500

— 100

%

2014

年12

月

注释4

注

释4

否

补充

流动

资金

不适用

128,025,

100

—

128,025,

100

-

128,025,

100

- 100% — — 是 否

合计 —

633,161,

800

—

633,161,

800

25,636,

378

466,544,

465

-166,

617,33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女鞋销售连锁店扩建项目”规划项目建设期3年，总投资规模46,636.22

万元，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的议案》，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2017年4月调整至

2019年4月。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本年度女鞋销售连锁店扩建项目按照延期的计划进行，于2018年12

月31日已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分别于2016�年 4月 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2016�年 5�月 10�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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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56,022,900元置换预先已投

入的自筹资金。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4月

15日对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执行了鉴证

工作，并出具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

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6)第1225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10月8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2018年度， 公司合计使用7,000万元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支付货款

及报销，使用1,000万元用于支付人员工资。2019年3月20日，公司已将上

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和保

荐代表人。

(下转B06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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