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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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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赖伟宣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毛明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万颖女士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2011.12.31

总资产（元）

9,211,394,818.14

8,805,204,529.29

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3,779,922,808.54

3,643,867,938.92

3.73%

800,200,000.00

800,200,000.00

0%

4.72

4.55

3.74%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3,239,021,584.44

12.57%

10,232,868,382.82

10.62%

116,159,548.92

2.63%

400,118,714.55

-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706,901,601.36

-54.4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0.88

-5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7.14%

0.5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7.14%

0.5

-9.09%

3.12%

-0.16%

10.71%

-1.32%

3%

0.05%

10.37%

-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168,529.19

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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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2,430.0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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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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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94,738.6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360,845.02

所得税影响额

-3,525,600.03

合计

11,032,194.43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57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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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0,297,563 人民币普通股

60,297,563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08,363 人民币普通股

3,508,36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嘉实优质
企业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3,073,364 人民币普通股

3,073,364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75,413 人民币普通股

2,975,413

中国银行－嘉实研究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2,935,077 人民币普通股

2,935,077

郑素娥

2,378,034 人民币普通股

2,378,03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94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94

中国农业银行－鹏华动力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中国银行－嘉实价值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744,070 人民币普通股

1,744,070

兴业证券－兴业－兴业证券玉
麒麟 2 号消费升级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592,251 人民币普通股

1,592,251

股东情况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跨区域连锁情况
a、本报告期内，公司共新开 1 家门店和升级 1 家门店品牌。7 月 7 日，公司新开湖南岳阳天虹，进一步扩展了公司在
湖南地区的门店布局；9 月 28 日，原东莞东纵“天虹”品牌门店正式升级为“君尚”品牌门店，满足了当地高端顾客的购
物需求，公司市场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在广东、江西、湖南、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开设“天虹”品牌直营商场 49
家，营业面积近 129 万平方米；
“君尚”品牌在深圳和东莞共开设 2 家直营商场，营业面积近 12 万平方米（目前东莞门店已
开业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其他约 5.9 万平方米的面积待装修完成后开业）
；此外，公司还以特许经营方式管理 4 家“天虹”
品牌门店。
b、2012 年 1-9 月，公司实现可比店营业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3.9%，三季度增长 4.6%，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长 10.4%，
三季度增长 22.7%。

区域

门店

华南区

可比店

1-9 月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率
3.4%

1-9 月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率
6.6%

东南区

可比店

-2.6%

-5.9%

华中区
华东区
北京
君尚

可比店
可比店
可比店
可比店

21.5%
9.2%
-10.2%
1.1%

29.3%
33.9%
14.4%
34%

（二）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经营结果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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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2年1-9月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2011年1-9月

金额
管理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营业外支出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少数股东损益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投资支付的现金

%

209,120,523.87

155,852,994.13

53,267,529.74

34.18%

-440,026.87

-893,035.38

453,008.51

50.73%

5,841,935.08

3,845,211.43

1,996,723.65

51.93%

181,718.12

802,669.37

-620,951.25

-77.36%

-1,360,845.02

-358,436.68

-1,002,408.34

-279.66%

1,338,605,422.90

998,992,448.18

339,612,974.72

34.00%

11,020.00

53,296.56

-42,276.56

-79.32%

600,000,000.00

100.00%

791,645.60

99.00%

600,000,000.00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
金

1,591,263.6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

--

3,000,000.00

1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0,000.00

--

150,000.00

100.00%

80,687,495.50

512.9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6,417,295.50

799,618.09

15,729,800.00

变动原因说明：
1、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4.18%，主要原因是新店增加及人工成本的增加。
2、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50.73%，主要原因是本期转回的坏账准备较同期减少所致。
3、营业外支出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51.93%，主要原因是溧阳天虹因停业支付给员工和供应商的赔偿款导致营业外支出增加
191万。
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77.36%，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报损报废较同期下降。
5、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下降279.66%，主要原因是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公司目前处于亏损，导致少数股东损益下降。
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3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水电及房屋租赁费支付产生现金流较去年
增加。
7、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79.3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处置非流动性
资产较上年有所减少所致。
8、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100%，原因是本报告期内购买短期理财产品共6亿。
9、控股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9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收到香港雅高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对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公司的第三期投资款。
10、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原因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贷款 300
万。
11、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原因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公司偿还招商银行贷款 15
万。
12、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512.9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厦门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购物卡监管资
金大幅增长。

2、财务状况及相关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9月30日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2011年12月31日

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600,000,000.00

在建工程

132,885,477.87

固定资产清理

75,172.04

-32,081,901.56
--

%

600,000,000.00

100.00%

100,803,576.31

314.21%

75,172.0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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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791,051,470.02

短期借款

2,850,000.00

应付票据

10,400,000.00

应付利息

5,750.00

594,104,191.76
-20,700,000.00

196,947,278.26

33.15%

2,850,000.00

100.00%

-10,300,000.00

-49.76%

5,750.00

100.00%

--

变动原因说明：
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长100%，原因是本报告期内购买短期理财产品共6亿。
2、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314.21%，主要原因是增加总部大厦、仓储加工中心、厦门会展北、吉安天虹等项目投入。
3、固定资产清理较期初增长100%，主要原因是已报损的固定资产尚未处理完毕。
4、无形资产较期初增长33.15%，主要原因是厦门君尚世纪投资有限公司购买位于厦门市思明区的会展北地块，该地块为
2010P21宗地5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所对应的土地，土地转让价款与税金等合计人民币2.06亿。
5、短期借款较期初增长1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贷款。
6、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49.76%，主要原因是上年末为销售高峰期，电器大量备货使用银行承兑汇票预付货款，本报告期内
到期支付所致。
7、应付利息较期初增长1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公司计提贷款利息5750元。

（三）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2年7月31日，公司下属的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向江西华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租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
与六干渠交汇处西南角华宸东区国际项目的部分面积，约33000平方米，用于开设天虹商场，租赁期限20年。截止目前，该
门店尚未开业。
2012年2月29日，公司下属的惠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与惠州市瑞峰置业有限公司、广东瑞银昌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
租赁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河南岸下马庄15号小区瑞峰商业广场地上一层至地上五层的部分面积，约45800平方米，用于开设天
虹商场，租赁期限20年。2012年9月5日，经协商，惠州市瑞峰置业有限公司、惠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广东瑞银昌投资有
限公司与惠州市瑞峰交通基建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转让协议》，广东瑞银昌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在《协议书》及其附件中的全
部权利义务转让给惠州市瑞峰交通基建有限公司。
截止目前，上述合同均正常履行。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四）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股改承诺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深圳中航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协
议方式收购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无

履行情况
无

2011 年 11 月 收购股份之日
16 日
至公司上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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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无

司所持公司 316,257,000 股股份，并作
出股份限售承诺：自上述标的股份登记
至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账
户之日起，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将继续遵守、履行天虹商场首次公开发
行时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就该
等标的股份所作出的承诺，即：自天虹
商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
标的股份，也不由天虹商场回购本公司
持有的标的股份。上述承诺即指中国航
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对该等标的股份
的限售期及限售条件所作的相关承诺。

三十六个月内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中航技深圳公司和股
东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承诺：除发起人既
有的约定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
1、公司控股股 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2、公司全体
东中航技深圳 高级管理人员及职工监事承诺：自公司
公司、股东五龙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以任何方式
1、公司股票上
贸易有限公司。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股票
市之日起 36 个
2、公司全体高 上市满三年后，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
月内。2、公司
级管理人员：赖 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股票上市之日
伟宣（历任总经 总数的 25%；离职半年内，将不以任何
起 3 年内。3、
理，现任董事 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
中航工业、中航
长）
、高书林、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技深圳公司、五
胡自轩、宋瑶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其间接持有的公
龙贸易有限公
明、张莹（历任 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司：公司依法存
副总经理）
、毛 数的 50%。3、为了避免同业竞争，中
续期间且持有
明华、侯毅、吴 航工业、中航技深圳公司、五龙贸易有
承诺人均遵
2010 年 05 月 公司 5%以上股
健琼、孙金成、限公司、奥尔公司、可来公司、康达特
守了所作的
06 日
份的情况下；奥
承诺
万颖以及职工 公司、奥轩公司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
尔公司、可来公
监事陈瑀。3、 争承诺函》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
司、康达特公
中航工业、中航 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签署了书面承诺，
司、奥轩公司：
技深圳公司、五 承诺在职期间不组织、不参加任何与本
持有公司股份
龙贸易有限公 公司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杜绝任何
期间。4、任职
司、奥尔公司、不正当使用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并承
期间。5、公司
可来公司、康达 诺没有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的对外投
上市及中航技
特公司、奥轩公 资。5、在公司上市及中航技深圳公司
深圳公司是公
司。4、公司全 是公司单一最大的股东期间，五龙贸易
司单一最大股
体董事、监事和 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承诺，在不损害五
东期间。
高级管理人员。龙贸易有限公司利益的前提下, 不可
5、五龙贸易有 撤销地、不设限制地及无偿地将五龙贸
限公司。
易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占公司总股份
16%的股权有关的所有于公司股东大
会或任何股东决议的投票权授予中航
技深圳公司，并确认中航技深圳公司可
随其意愿自由行使该等投票权而不受
任何限制。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无

无

无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 是 □ 否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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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承诺的解决期限

无

解决方式

无

承诺的履行情况

均严格履行

（五）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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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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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5%

至

15%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8,782

至

65,999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3,905,430.00
2012 年宏观经济环境整体虽然不景气，但消费已逐渐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角，顾客消费意愿逐渐增强，公司在 2012 年持续推动精
简流程，推进品类管理，加强营采协同，努力提高商品的有效性和营销活
动的有效性，三季度经营业绩有所提高。第四季度公司将继续加大内部流
程变革，推进人效项目以提升人工效益；大力推进品类管理，加强营采协
同以提升商品经营能力；改进内部控制体系，以减少不必要的流程浪费，
更加严格的控制成本；三管齐下，力争完成全年经营目标。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六）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2012 年 09 月 07 日 公司会议室

接待方式

实地调研

接待对象类型

机构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景顺长城基金、嘉实 公司的经营状况及
基金、光大证券、大 未来发展、未提供资
成基金、国泰君安等 料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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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赖伟宣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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