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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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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书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瑶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左幼琼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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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476,674,496.12 15,406,830,962.35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336,316,875.24 6,023,034,033.70 5.2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10,636,285.09 8.97% 13,834,124,301.86 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7,712,071.76 60.77% 673,195,895.31 3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7,733,364.82 74.60% 589,502,039.85 3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72,203,698.46 142.89% 1,075,598,983.00 9,959.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60.00% 0.56 36.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60.00% 0.56 36.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上升 1 个百分点 10.93% 上升 2.27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186,144.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926,3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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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97,340.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533,590.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277,975.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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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3,693,855.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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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1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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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40% 520,885,500  0 —— ——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15% 289,855,299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73% 44,813,386 0 —— —— 

深圳市奥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

 境内一般法人 2.13% 25,517,436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8,466,350  0 ——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1.50% 17,999,765  0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泓

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4% 12,519,045 0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文

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10,476,532  0 —— ——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82% 9,865,928  0 —— ——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77% 9,207,590  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520,885,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885,500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289,855,299  人民币普通股 289,855,29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4,813,386 人民币普通股 44,81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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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

 25,517,436  人民币普通股 25,517,4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466,350  人民币普通股 18,466,35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7,999,765  人民币普通股 17,999,76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泓富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519,045 人民币普通股 12,519,04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文体健康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76,532  人民币普通股 10,476,532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9,865,928  人民币普通股 9,865,928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9,207,590  人民币普通股 9,207,5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无 

注：截至报告期末，原公司股东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被其股东深圳市奥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因此，深圳市

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由深圳市奥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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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连锁发展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进驻广东、江西、湖南、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四川共计 8 省/市的 25 个

城市，共经营各业态门店 318 家，面积合计约 279 万平方米。 

地区 

业态 

百货 超市 购物中心 便利店 

数量（家） 面积（m
2） 数量（家） 面积（m

2） 数量（家） 面积（m
2） 数量（家） 面积（m

2） 

华南区 37 895,619 41 189,404 2 164,667 131 10,656 

华中区 18 474,845 22 114,085 4 243,337 — — 

东南区 5 124,466 4 17,002 1 52,138 36 4,241 

华东区 4 138,997 3 12,824 3 224,545 — — 

北京 3 71,443 2 13,356 — — — — 

成都 1 34,153 1 5,672 — — — — 

合计 68 1,739,523 73 352,342 10 684,686 167 14,897 

公司根据门店商圈、顾客需求及竞争对手等情况，规划相应的业态，单家门店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业态，公司按以下口径进行统计： 

1、百货业态仅指综合百货店中的百货业态； 

2、超市业态指综合百货店中的超市业态以及购物中心店中的超市业态和独立超市； 

3、购物中心业态指购物中心店中除超市业态外的其他部分； 

4、以上统计均不含管理输出项目。 

1、门店开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拓展门店网络，新开宜春天虹购物中心、浏阳天虹购物中心共 2 家门店，进一步

实现对江西、湖南重点区域的覆盖，完善了公司在华中地区的战略布局；公司首个管理输出购物中心项目

佛山 ipark 开业，同时新开公司佛山 ipark 独立超市；新开 15 家便利店。 

名称 门店 业态 地区 地址 开业日期 面积（m
2） 

经营

模式 
物业权属 

宜春天虹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店 
购 物 中

心/超市 
华中区 江西省宜春市 2018 年 7 月 27 日 90,154 直营 租赁物业 

浏阳天虹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店 
购 物 中

心/超市 
华中区 湖南省长沙市 2018 年 9 月 19 日 50,588 直营 租赁物业 

佛山 ipark 店 独立超市 超市 华南区 广东省佛山市 2018 年 9 月 29 日 3,372 直营 租赁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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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 地区 直营便利店 加盟便利店 合计 

便利店 

华南区 3 9 12 

东南区 1 2 3 

合计 4 11 15 

2、签约及续签门店情况 

门店名称 地区 地址 面积（m
2） 签约时间 

签约/续约 

期限 
经营方式 备注 

东莞旧锡边城市更

新项目 

华南区 

广东省东莞市 96,000.00 2018 年 7 月 23 日 20 年 直营  

惠州博罗润发广场

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

博罗县 
61,545.00 2018 年 7 月 19 日 20 年 直营  

惠州盛汇广场超市

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 4,543.00 2018 年 7 月 10 日 15 年 直营  

惠州博罗龙溪万润

城超市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 3,460.00 2018 年 7 月 6 日 10 年 加盟  

惠州新圩诚杰壹天

地超市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 3,000.00 2018 年 9 月 13 日 10 年 加盟  

长沙世景国际广场

项目 
华中区 

湖南省长沙市

长沙县 
54,000.00 2018 年 7 月 5 日 20 年 直营  

厦门松柏项目 东南区 福建省厦门市 43,014.01 2018 年 7 月 27 日 20 年 直营  

深圳常兴天虹 
华南区 

广东省深圳市 31,404.94 2018 年 7 月 9 日 5 年 直营 

门店续约 深圳龙新天虹 广东省深圳市 15,175.86 2018 年 9 月 17 日 10 年 直营 

浙江嘉兴天虹 华东区 浙江省嘉兴市 20,035.64 2018 年 9 月 27 日 5 年 直营 

3、门店调整及关闭情况 

福州万象天虹调整了经营面积，于 8 月 21 日起停止超市经营；并关闭了 5 家便利店。 

另外，深圳君尚中心店因经营场地合约期满，于 10 月 18 日起停止经营。 

二、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及负债状况分析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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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货币资金  4,278,326,638.98  27.64%   3,273,649,326.91  21.74% 5.9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增

长及上年同期支付收购苏州

工业园区海天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0%股权价款 

存货  1,244,584,651.01  8.04%   1,779,705,727.55  11.82% -3.78% 主要原因是地产销售结转 

长期股权投资 0  0       14,211,531.72  0.09% -0.09% 

主要原因是同期合营企业江

西省微喔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62,976,423.53  0.41%     109,660,262.49  0.73% -0.32% 

主要原因是预付一年内房租

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6,257,195.32  2.50%     168,281,016.66  1.12% 1.38% 
主要原因是新店预付工程设

备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282,877.68  0.31%      32,403,025.01  0.22% 0.09% 
主要原因同期职工薪酬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转回 

应交税费    165,778,521.86  1.07%     105,135,085.00  0.70% 0.37% 
主要原因是土地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增加影响 

递延收益     92,441,183.27  0.60%      50,790,551.51  0.34% 0.2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兑换累

计购物消费积分增加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834,124,301.86    12,938,758,818.58  6.92%  

营业成本   10,066,125,368.03     9,582,289,652.10  5.05%  

销售费用    2,639,788,134.68     2,461,573,454.25  7.24%  

管理费用      286,716,797.97       247,481,939.60  15.85%  

财务费用      -21,305,498.64       -16,869,763.41  -26.2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定期存

款利息增加,银行手续费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511,116.06         2,728,923.07  -44.63%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深圳

市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计

提贷款损失准备减少 

营业外支出 9,088,384.70 24,335,559.46 -62.65% 

主要原因是同期前海天虹及

福州王庄天虹调整经营面积

产生损失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5,598,983.00       -10,909,665.86  9959.1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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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8,815,520.69    -1,376,964,625.26  65.95%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支付收

购苏州工业园区海天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价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279,258.24      -288,787,248.60  -28.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6,665,721.66    -1,676,824,661.80  114.11%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3、主营业务分析情况 

（1）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变动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变动 

零售 1,304,899 5.73% 26.69% 上升 1.27 个百分点 

地产 34,096  26.02% 30.82% 下降 6.81 个百分点 

合计 1,338,994  6.17% 26.80% 上升 1.11 个百分点 

（2）零售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变动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变动 

华南区 836,627  4.08% 27.71% 上升 0.84 个百分点 

华中区 223,790  11.52% 24.94% 上升 1.28 个百分点 

东南区 106,414  -2.11% 23.38% 上升 2.03 个百分点 

华东区 86,980  16.04% 25.66% 上升 2.75 个百分点 

北京 39,756  14.17% 26.81% 上升 4.94 个百分点 

成都 11,333  1.93% 25.09% 上升 4.16 个百分点 

合计 1,304,899  5.73% 26.69% 上升 1.27 个百分点 

4、可比店店效情况 

（1）分区域可比店同比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门店 
数量 

（家）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同比

增幅 
毛利额 

毛利额同比

增幅 

月均毛利坪效

（元/ m
2） 

利润总额同比

增幅 

华南区 

综合百货店 36 770,386 3.43% 206,151 6.60% 223 13.51% 

购物中心店 2 48,244 8.33% 16,949 13.29% 106 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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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38 818,630 3.70% 223,099 7.08% 206 15.99% 

东南区 综合百货店 5 99,454 -4.83% 22,184 3.26% 174 19.71% 

华中区 

综合百货店 14 191,339 2.44% 46,695 5.31% 126 17.15% 

购物中心店 1 17,100 3.51% 5,092 1.59% 80 38.51% 

小计 15 208,439 2.52% 51,786 4.93% 119 19.14% 

华东区 

综合百货店 4 55,640 -5.44% 12,842 -1.12% 97 4.94% 

购物中心店 1 7,079 3.29% 3,082 1.32% 45 213.75% 

小计 5 62,736 -4.53% 15,924 -0.65% 79 19.45% 

北京 综合百货店 3 41,898 14.73% 11,078 40.60% 145 85.19% 

成都 综合百货店 1 11,648 2.14% 2,884 22.30% 80 95.88% 

合计  67 1,242,806 2.64% 326,956 7.04% 167 19.64% 

注：1、可比店指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前开设的直营门店，下同。 

2、以上数据不含独立超市、便利店。 

（2）分业态可比店同比情况 

单位：万元 

业态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同比

增幅 
毛利额 

毛利额同比

增幅 

月均毛利坪效 

（元/ m
2） 

利润总额同比增幅 

百货 758,353 2.03% 205,347 8.95% 152 27.37% 

超市 432,086 3.14% 101,152 2.22% 297 -2.21% 

购物中心 52,367 7.63% 20,456 13.48% 76 73.80% 

便利店 8,940 -4.43% 4,025 1.26% 676 
-221.58% 

利润同比下降 65 万元 

合计 1,251,747 2.59% 330,980 6.96% 168 19.57% 

（3）分经营模式可比店情况 

单位：万元 

经营模式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同比

增幅 
毛利额 

毛利额同比

增幅 

月均毛利坪效

同比增幅 
面积（m

2） 
面积同比

变动 

自营 385,624 4.02% 91,075 3.48% 14.38% 282,769 -9.53% 

联营 757,170 -0.14% 159,765 2.45% 7.90% 992,618 -5.05% 

租赁 100,013 22.14% 76,115 23.74% 12.73% 901,955 9.77%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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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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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 -- -- -- -- --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 -- -- -- -- --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承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已

向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主要承诺条款如下： 

1、航空工业（包括航空工业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

联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

类似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在股份公司

依法存续期间且航空工业仍然为股份公司实际控股人或

间接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下，航空工业将不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

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股份公司构成

同业竞争。 

2、航空工业仍然为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或间接持有股份

公司 5%以上股份的期间，若因航空工业或股份公司的业

务发展，而导致航空工业的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

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航空工业同意股份公司有权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及资产或股权，和/或通

过合法途径促使航空工业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

他关联企业向股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或航

空工业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航空工业的业务进

行调整，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3、如因航空工业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司造成损失

的，航空工业同意对由此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

赔偿。 

2009 年 2

月 26 日 

在股份公

司依法存

续期间且

航空工业

仍然为股

份公司实

际控股人

或间接持

有股份公

司 5%以

上股份的

情况下。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中国航空

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承诺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技深圳公

司”）已向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中航技深圳公司（包括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

关联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同

或类似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在股份公

司依法存续期间且中航技深圳公司仍然为股份公司第一

大股东或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下，中航技深

圳公司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

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股

2008 年

10 月 30

日 

在股份公

司依法存

续期间且

中航技深

圳公司仍

然为股份

公司第一

大股东或

持有股份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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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2、在中航技深圳公司仍然为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或持有

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期间，若因中航技深圳公司或股

份公司的业务发展，而导致中航技深圳公司的业务与股

份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中航技深

圳公司承诺，股份公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

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或中航技深圳公司通过合法途径

促使中航技深圳公司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

联企业向股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股权，或中航技深圳

公司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业务进行调整，以避

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3、如因中航技深圳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司造成

损失的，中航技深圳公司同意对由此而给股份公司造成

的损失予以赔偿。 

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情况

下。 

五龙贸易

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承诺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龙公司”）已向公司出

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五龙公司（包括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

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

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在股份公司依法

存续期间且五龙公司仍然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的

情况下，五龙公司承诺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

任何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以避免与股份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2、在五龙公司仍然持有股份公司 5%以上股份期间，若

因五龙公司或股份公司的业务发展，而导致五龙公司的

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五龙公司承诺，股份公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

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或五龙公司通过合法途径促使

五龙公司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股

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股权，或五龙公司通过其他公平、

合理的途径对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

构成同业竞争。 

3、如因五龙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司造成损失

的，五龙公司同意对由此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

赔偿。 

2008 年

10 月 30

日 

在股份公

司依法存

续期间且

五龙公司

仍然持有

股份公司

5%以上

股份的情

况下。 

承诺人遵

守了所作

的承诺。 

高书林、宋

瑶明、侯

毅、吴健

琼、孙金

成、万颖、

陈瑀 

其他承诺 

承诺在职期间不组织、不参加任何与公司有直接竞争关

系的公司；杜绝任何不正当使用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

并承诺没有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的对外投资。 

2008 年

10 月 30

日 

在职期

间。 

承诺人均

遵守了所

作的承

诺。 

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股份限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职工监事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9 年 2 长期有

承诺人均

遵守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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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书林、宋

瑶明、侯

毅、吴健

琼、孙金

成、万颖以

及职工监

事陈瑀 

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满三年后，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半年内，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其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月 18 日 效。 作的承

诺。 

中国航空

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

五龙贸易

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

技术国际

控股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

际”）、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技

深圳公司”）及五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龙公司”）

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签署的《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

司之契约》有效期间及不重大损害五龙公司利益的前提

下，五龙公司不可撤销地、不设限制地及无偿地向中航

国际或其指定公司授予其持有的 9602.4万股公司股份(包

括其它所有不时与因任何股份之分拆、合并、转增、送

股﹑重整股份面额或股份重新分类所产生的股份﹑或认

购公司股份或无偿接受公司股份之权利(如有))（以下简

称“该等股份”）的所有于公司股东大会或任何股东决议

的任何事项的股东决策、投票权，并确认中航国际或其

指定公司可随其绝对酌情权自由行使(或不行使)该等投

票权而不受任何限制；除非获中航国际事先书面同意，

五龙公司不得以任何其它方式行使其就该等股份在公司

的股东决策﹑投票权。 

2013 年 9

月 23 日 

在《关于

天虹商场

股份有限

公司之契

约》有效

期间。 

承诺人均

遵守了所

作的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 -- -- -- -- --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五、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0.00% 至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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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71,819.26 至 107,728.89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1,819.2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在消费升级、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坚守品质保证，面向家庭、贴近生活、

与时俱进，不断应变创新，深入推进“数字化”、“体验式”、“供应链”三大业

务战略，升级商业模式,，推进科技创新应用，增强门店体验、优化零售业态，

提升专项运营能力。紧紧围绕给顾客提供更好的商品、服务和体验，科技零

售和体验零售并举，内涵式和外延式发展并举，并持续推进公司动力机制全

覆盖。 

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45,000 221,000 0 

合计 245,000 221,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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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7 月 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7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8 月 23 日上午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8 月 23 日下午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9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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