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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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玉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佳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施逸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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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12,747,718.93 671,763,131.78 2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4,002,435.49 128,496,795.47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8,119,192.71 103,544,556.76 23.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3,791,601.71 -369,792,836.93 23.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1 0.0527 6.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1 0.0527 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2.61%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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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2,629,673.13 6,506,344,387.41 -1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50,386,847.44 5,781,923,255.07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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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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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9,5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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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781.0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143,342.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8,349.76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1,851.63  

合计 5,883,24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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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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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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 

公司是以电商渠道为主，基于品牌授权业务，整合供应链上、中、下游资源，向产业链提供高效率的

产业服务，向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 

公司的使命是帮助中国优质供应链持续成功，为中国家庭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公司的产品覆

盖家庭消费的多元场景，通过精准匹配消费人群，向当下主流电商渠道的用户提供穿透消费层级和消费周

期的高性价比产品，打造“穷人买得起，富人看得起”的消费品巨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274.77万元，同比增长20.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00.24

万元，同比增长4.28%。 

1）公司本部的营业收入为15,318.02万元（已抵消对时间互联产生的收入78.96万元），同比增长0.62%；

公司主营的品牌授权及综合服务业务收入合计为13,740.12万元，同比增长0.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0,489.92万元（已抵消对时间互联产生的利润-253.56万元），同比增长5.43%。 

2）时间互联的营业收入为65,956.75万元，同比增长26.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10.32

万元，同比增长0.35%。 

1、报告期内，公司在主要电商渠道可统计的GMV达91.24亿元，同比增长59.25%。具体情况如下： 

①按渠道分析 

在阿里渠道实现的GMV为45.92亿元，同比增加28.64%，占比50.33%； 

在京东渠道实现的GMV为14.84亿元，同比增加58.97%，占比16.26%； 

在拼多多渠道实现的GMV为25.75亿元，同比增加206.27%，占比28.22%； 

在唯品会渠道实现的GMV为4.73亿元，同比增加67.46%，占比5.18%。 

②按主要品牌分析 

南极人品牌GMV达82.88亿元，同比增长58.68%。 

卡帝乐鳄鱼品牌GMV达7.10亿元，同比增长57.19%。  

精典泰迪品牌GMV达7,000万元，同比增长110.33%。 

2、时间互联业务 

时间互联的主营业务是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即移动端的数字营销业务，为广告主提供营销策略制定、

创意策划与素材制作、媒体资源整合、数据追踪分析、短视频定制、投放优化等一站式服务。 

时间互联实现应用商店、短视频广告媒体、主流新媒体等全类型媒体覆盖，继续保持在应用商店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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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头部优势，近年来，短视频平台迅速发展，用户量和流量快速集聚，诞生出多种形态的传播方式，

越来越受到广告主的关注。短视频平台除具备社交属性外，还通过丰富的内容和创意，为商品和消费者打

造丰富的互动方式，正逐渐取代图文形式成为内容营销最重要的战场。 

时间互联通过准确的战略布局及稳健的内部组织架构能力，快速与头部短视频营销媒体合作，重点加

大短视频营销业务布局，依托丰富的客户资源、媒体合作资源，围绕短视频及直播电商等平台，以创意、

设计和内容为核心，自主孵化和签约红人联袂打造KOL矩阵、供应链和媒体整合平台，主要通过广告和内

容电商等方式实现商业变现。 

时间互联紧跟粉丝经济行业发展趋势，把握市场趋势和热点，致力于探索互联网营销以外的商业模式，

释放红人的经济价值，时间互联与抖音、小红书、快手等多个主流新媒体传播平台的众多知名自媒体有着

多维度的深度合作，实现了跨平台自媒体推广，为网红、直播、短视频的布局与发展实现更体系化、高效

性、集中式的运作与管理。时间互联通过不断的丰富媒体资源，各类型媒体服务经验也在不断增强。 

三、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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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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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祥 境内自然人 24.94% 612,159,216 459,119,412 质押 31,11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2% 120,662,447    

吴江新民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 101,537,366    

南极电商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0% 93,298,318    

朱雪莲 境内自然人 2.75% 67,606,947    

上海丰南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 56,339,130    

刘睿 境内自然人 1.24% 30,513,223 22,884,917 质押 21,300,000 

广发基金管理有 其他 0.55% 13,52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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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社保基

金四二零组合 

蒋学明 境内自然人 0.53% 13,005,470  质押 12,000,000 

西藏鸿商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9,1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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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玉祥 153,039,804 人民币普通股 153,039,80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0,662,447 人民币普通股 120,662,447 

吴江新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1,537,366 人民币普通股 101,537,366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93,298,318 人民币普通股 93,298,318 

朱雪莲 67,606,947 人民币普通股 67,606,947 

上海丰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6,339,130 人民币普通股 56,339,130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四二零组合 
13,525,419 人民币普通股 13,525,419 

蒋学明 13,005,47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5,470 

西藏鸿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9,150,021 人民币普通股 9,150,02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

连－多策略优选 
8,392,864 人民币普通股 8,392,8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玉祥、朱雪莲为夫妻，与上海丰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蒋学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000,0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5,47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3,005,470 股。 

西藏鸿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150,021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9,150,02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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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197,860.51万元,相比年初减少33.46%,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用自有资金进行了股

票回购所致。 

2. 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40,000.00万元,相比年初减少20.00%,主要是因为报告期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所致。 

3.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126,529.57万元,相比年初增加12.25%,主要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公司保理业务本期

新增放款所致。 

4.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34,802.03万元,相比年初增加40.60%,主要是因为子公司时间互联预付的媒体充值

款增加所致。 

5. 报告期末应付账款6,342.06万元,相比年初减少57.79%,主要是因为子公司时间互联支付了媒体的信

用金所致。 

6. 报告期末库存股88,968.26万元,相比年初增加626.22%,主要是因为报告期进行了股票回购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81,274.77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20.99%,主要是因为子公司时间互联业务规模增

长所致。 

2.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62,221.34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28.70%,主要是因为收入增长对应成本同步上涨

所致。 

3.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1,605.2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130.21%,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大额定存的规模高

于上年同期，对应产生的利息收入较多所致。 

4.报告期内投资收益179.71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83.64%,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较

上年同期少，对应产生的理财收益下降所致。 

5.报告期内信用减值损失267.46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110.35%,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公司加强了对应收

账款的催收，进而导致信用减值损失下降所致。 

6.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61.48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95.84%,主要是因为去年突发疫情，政府补助提前

发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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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1,393.83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115.76%,主要是因为部分子公司税前利润增长，

对应所得税费用增长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8,379.16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23.26%,主要是因为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 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9,745.22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711.47%,主要是因为本期

净购买的大额定存及理财产品的金额较上年减少所致。 

3. 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2,397.08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4,110.85%,主要是因为本

期股份回购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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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21年1月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

购总金额不低于5亿元、不超过7亿元人民币，回购价格不超过15元/股（含15元/股），具体回购股份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6个月。详见《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06）。 

截至2021年1月25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

72,492,3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购买的最高成交价为10.62元/股，购买的最低成交价为8.93元/股，

支付总金额为699,852,143.92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回购方案。公司

本次股份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2、公司于2021年1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回购总金额不低于3亿元、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回购价格不超过15元/股（含15元/股），具体回购股

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6个月。详见《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16）。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已回购公

司股份数量7,110,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29%，最高成交价为9.9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00元/股，成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9 

交金额67,160,337元（不含交易费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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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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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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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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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40,000 0 

合计 50,000 4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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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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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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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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1月 0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机构 

以电话会议的

形式解读公司

近期情况 

2021 年 1 月 6 日于互

动易

(http://irm.cninfo.com.c

n)披露的《2021 年 1

月 5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玉祥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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