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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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股份 60355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剑军 胡馨月 

电话 0578-6558818 0578-6558818 

办公地址 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油竹新区侨

乡工业园区赤岩3号 

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油竹新区侨

乡工业园区赤岩3号 

电子信箱 abckids@qbabc.com.cn abckids@qba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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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312,912.20 1,728,659,323.51 1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79,044,112.98 1,397,741,268.57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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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83,244.67 70,984,172.65 -65.37 



营业收入 614,315,136.78 573,695,192.66 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9,501,623.89 101,490,948.61 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2,041,155.63 76,473,187.02 7.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56 10.40 减少2.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30 0.2399 -2.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30 0.2399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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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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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起步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 

境外法

人 

53.42 251,077,200 251,077,200 无 0 

邦奥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0.36 95,669,774 95,669,774 无 0 

丽水晨曦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4.07 19,151,579 19,151,579 质押 14,300,000 

珠海乾亨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0 11,749,435 11,749,435 无 0 

东华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32 10,916,400 10,916,400 无 0 

昊嘉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32 10,916,400 10,916,400 无 0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0 8,929,571 8,929,571 无 0 

深圳市大雄风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0 4,699,774 4,699,774 无 0 

深圳尚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1.00 4,699,774 4,699,774 无 0 



人 

珠海横琴众星久盈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00 4,699,774 4,699,774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也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

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公司也未知其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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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提供健康舒适的儿童用品，公司的儿童服饰产品覆盖全国主要省市

和地区，外观新颖时尚、产品品类齐全、性价比较高，在国内儿童服饰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

势，特别在二、三线城市中优势更加突出。近年来公司的市场地位不断提升，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随着公司研发、生产及营销系统的提升，未来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将进一步提高。 

ABC KIDS作为在国内儿童用品行业知名的品牌，主要定位中端市场。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 61,431.51 万元，同比增长 7.08%，其中童鞋销售金额达到 41,904.44 万元，与上年同期增

长 10.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50.1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89%。公司在报告

期内主要着力于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升级企业品牌文化，增强企业竞争软实力 

2018年，公司推出全新的品牌文化理念，将“服务全球儿童”作为企业的全新愿景，以“专

注、专业、专心、专家”的精神致力于为 3-13 岁儿童提供品类齐全、风格多样的服饰产品，坚持



为孩子们提供放心的健康产品和服务。 

2、加强人才团队培养，成立起步商学院 

2018年 6月，起步商学院在总部浙江青田正式成立。起步商学院以“前线归来再读书，奋斗

路上再起步”为院训，就企业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品牌传播与推广、营销实战与终端管理等方

面进行深入学习和交流，旨在让每一个学员懂品牌、懂营销、懂传播、懂零售、懂推广、懂管理。

起步商学院是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旗下品牌 ABC KIDS 品牌化发展的人才

摇篮。 

3、提升产品研发能力，强化产品竞争力 

公司十分注重产品的研发创新能力，重视产品市场调查和行业流行趋势分析，长期与国际知

名流行趋势提供商及知名设计公司合作，吸收和整合时尚资讯，为市场研发出舒适、健康、时尚

的儿童服饰产品；并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开展技术合作，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提高生产

产能和管理效率，增强产品竞争力。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上半年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1,356.44

万。 

4、不断完善供应链体系，实现市场灵活供应 

公司在全国服饰产业资源重点集中区域进行了前瞻性的合理布局，先后在青田、泉州等地建

立基地，同时，公司将生产基地与市场对接，充分整合各地产业信息、原材料资源、人力资源以

及市场营销资源，利用上游供应商及下游经销商的资源和地域优势，推行全供应链的一体化发展，

使公司能够在产业的各个环节挖掘价值，在保证高水平质量控制的前提下，实现适应需求变化的

灵活供应。 

5、加快发展信息化水平，加强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 

2018 年，公司大力开展信息化建设，在渠道与终端管理方面，全面升级分销零售平台，通过

平台搭建及业务流程梳理，实现分销渠道、财务、采购、仓储、终端等业务流程的规范化、高效

化管理，提升平台的运行效率；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建立供应链协同运营平台，实现产品设计、

生产研发及外发工厂等多方协同的供应链协同平台，实现供应链高效协同管理及供应商评估，提

升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和规范化管理水平；在零售运营方面，升级终端会员系统并建立云巡店平台，

利用移动互联网及超级 APP 入口，实现会员与品牌的无缝对接，并通过会员系统与终端 POS 的

有效整合，提升终端消费者的体验和零售管理水平；在大数据方面，建立 PC 端及移动端数据运

营平台，利用 BI 建模平台及移动端数据展示平台，规范主数据管理与数据治理流程，快速实现数

据的分析与展示，提升企业数字化决策的高效性与准确性，提升运营效率。 



6、启动 ABC KIDS 超级单品，推出生日小红鞋 

随着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和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新生代父母的育儿理念也正在走向精细

化、精致化、品牌化，公司也要从批发思维走向品牌思维、精品思维、经典思维。2018 年 4 月，

公司启动 ABC KIDS 超级单品，将渠道、研发、销售、品牌四方合一，将公司产品走向时尚化、

专业化、单品化的道路。通过营销部门和研发部门的共同努力，公司第一款超级单品“ABC KIDS

生日小红鞋”于 6 月正式上市。“ABC KIDS 生日小红鞋”鞋面内置 LED 显示屏，父母可以通过

手机 APP 连接鞋子，自定义添加 LED 显示内容，在生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通过这一系列的创意

表现形式，借助小红鞋的 LED 屏幕，送给孩子一双“会说话的小红鞋”。未来，公司研发人员将

会牢牢锁定我们超级单品的研发思路，生产出获得儿童喜爱、父母赞叹的超级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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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