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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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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                    ）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详见附件2：调研人员信息表

时间 2018年 9月 17日  19:00-20:00

地点 上海市凤阳路29号新世界商务楼18楼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秘兼副总经理  刘楠楠

董事兼副总经理  沈晨熹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以电话会议的形式就公司近期经营概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附件清单（如

有）

附件1、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会议纪要；

附件2、调研人员信息表。

日期 2018.9.17



附件 1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17日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会议纪要

公司参会人员：

董事&副总     沈晨熹

董秘&副总     刘楠楠 

调研人员：

详见附件2

主持人：  

董事&副总     沈晨熹

会议内容：

1、 公司最近经营情况如何？
答复：

各项业务发展稳健，GMV增速也符合预期。

2、 男装类目的表现如何？
答复：

今年男装增速较快。通过店铺置换、调整产品结构等方式，打造了些核
心爆款，如牛仔裤、T恤等，所以GMV的提升较为明显。

3、 公司在拼多多、阿里等平台布局如何？
答复：

拼多多现阶段以活动为主，两个渠道的经营策略不同，在阿里保持诸多
类目的领先优势并培养新的优势类目，在拼多多则保持全品类的快速增长。
不论在哪个平台，品质都是重点。

4、 GMV增长的目标如何制定？
答复：

公司会根据行业情况、公司业绩指标等确立整体目标，再把目标拆分到
各个事业部、各个产品。总体上优势类目要加大优势，新类目增长保持高速。

5、 品控如果发现问题对供应商的处罚措施？
答复：

公司会根据授权合同的相关条款、供应商／经销商管理条例进行惩治，
并对负责的事业部人员进行跟踪管理。

6、 南极人及卡帝乐鳄鱼品牌的供应商是否有重叠？
答复：

有，但极少，两个品牌的产品定位和产品结构有较大差异。

7、 公司在阿里和拼多多平台上的授权经销商、供应商是否有重叠？
答复：

有，但重叠较少，因为两个平台的运营规则、价格体系和产品结构均有
不同。



8、 经销商品牌授权收入的标准是怎样的？
答复：

公司制定对经销商品牌授权费的标准主要考量授权渠道、店铺类型、店
铺规模等因素，原则上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同时可能根据业务、
管理需要而进行适度的动态调整。 

9、 公司四季度广告投入如何？
答复：

需根据业务发展情况等综合判定，可关注后续公司公告信息。

10、 广告投放效果如何考核？如何考核效果？为什么只投南极人不投卡帝乐鳄
鱼？

答复：
投放南极人品牌的广告主要为了刷新南极人的品牌形象，进行二次品牌

建设，使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南极人有全新的品牌认知，树立南极人品牌
多类目、有调性、质优价低的国民品牌形象。

卡帝乐鳄鱼品牌则未来看核心类目、核心渠道的发展情况后再考虑是否
投放广告。

传统渠道的广告投放效果难以评估，目前的推广战略对公司品牌建设的
长期考虑。

11、 明年GMV预测如何？
答复：

期望保持稳定增速，我们会结合行业整体的发展、品类的规划制定增速
目标。成熟的品类还是希望保持优势，同时拓展新类目。

12、 公司 5%以上股东蒋学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情况？
答复：

可详见公司披露的蒋学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情况相关公告。 

13、 内衣品类货币化率（综合服务收入与经销商品牌授权收入之和/GMV）未来
趋势如何？

答复：
内衣品类的货币化率可能会有波动，但应该跟去年相比变化不大。货币

化率波动主要是受拼多多平台拓展、新品类拓展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应该会
保持大体稳定的趋势。

14、 电商法可能对电商平台有何影响？对公司会不会有压力？
答复：

目前公司的授权客户普遍反映不太担心，主要因为公司本来就在走合规
化的路线。电商法会形成一个门槛，把劣势品牌筛选出去。一些公司可能会
采取提价等措施应对压力。但对我们及供应链体系可能反而是利好消息。

15、 公司线下拓展如何？
答复：

线下拓展目前主要是卡帝乐鳄鱼品牌，今年在线下合作客户、门店数量
上都有突破和提升，期待男装、鞋品、箱包配饰等类目会有更好表现。

16、 公司应收账款的政策如何？
答复：



根据公司 2018年半年报，公司应收持续改善，总应收 10.7亿，品牌
综合服务业务应收账款 3.4亿，同比减少 5.38%。保理业务应收账款约
4.1亿，时间互联应收账款约 2.9亿。原有主营业务（品牌综合服务业务）
的应收总量及占收入比重均在下降。

公司有多项管控应收的措施，包括将应收相关的财务指标质量与业务人
员的绩效挂钩、严格推行供应商／经销商管理条例、提升商家服务等。总体
来讲，公司应收明显改善，绝对值、占比均在下降。

小袋的保理业务上，公司严格对客户进行严格的授信评级和合规审查，
并要求要有充分担保物，公司对贷款客户进行积极跟踪，临近还款期前会及
时通知客户。

时间互联业务上，公司督促其完成对不同行业客户的分类管理。如互联
网金融行业客户均为零应收。目前时间互联仍在高速发展，应收可能还会有
适度上升。但整体以稳健为主，在保持财务质量的前提下扩大业务规模。

附件 2
调研人员信息表



序号 公司 姓名 序号 公司 姓名
1 安域资本 刘风华 25 华夏基金 马升华
2 博道基金 王晓莹 26 汇添富基金 李  威
3 博道投资 张建胜 27 汇添富基金 蔡志文
4 辰阳资产 李  响 28 雷钧资产 郭  杰
5 淡水泉投资 刘小雨 29 鹏华基金 聂易翔
6 鼎丰资产 黄尤易 30 山楂树资产 叶露露
7 鼎丰资产 田  江 31 上海彤源投资 薛林云
8 东方阿尔法基金 竺  艺 32 上海彤源投资 左艾美
9 东方资管 徐  卫 33 泰康资产 金宏伟
10 敦和资管 汤晨晨 34 泰康资产 闫子妍
11 富国基金 吴  江 35 泰康资产 陈  怡
12 富国基金 张啸伟 36 泰康资产 陈  虎
13 富国基金 魏  伟 37 万正资本 韦明亮
14 富国基金 张冰灵 38 务聚投资 朱一峰
15 光大永明资产 王声穆 39 星石投资 杨  英

16 广发基金 陈樱子 40 兴业基金 张长健
17 广发证券 林伟强 41 易方达基金 葛秋石
18 广发证券 高  峰 42 银华基金 张  萍
19 广发证券 洪  涛 43 银华基金 张雪羊
20 航天科工资产 唐宇婷 44 永赢基金 王欣妍
21 昊青资产 张  昊 45 浙商资管 卢媛媛
22 红橡投资 郑文彬 46 中平资本 刘伟康
23 华宝兴业基金 郭鹏飞 47 中信证券 王亚楠
24 华商基金 黄  润 48 中信证券 唐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