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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古琳达姬、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 指 古琳达姬(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古琳达姬(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古琳达姬(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古琳达姬(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统称

《公司章程》 指 《古琳达姬(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 指 2018 年 7 月 1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潮鞋 指 迎合时代、审美潮流,体现使用者个性、精神面貌等

一类鞋子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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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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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陈志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丽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

丽芬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的理由

不适用。

2、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不适用。

3、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不适用。



公告编号：2018-045

- 5 -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古琳达姬（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GREENTOUCH (XIAMEN) CO.,LTD/GT
证券简称 古琳达姬

证券代码 839230
法定代表人 陈志勇

挂牌时间 2016年 9月 26日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分层情况 创新层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

负责人

曾丽晖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

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737850210F
注册资本 40,465,000
注册地址 厦门市同安区凤南路 746号 1、3、4厂房

联系电话 0592-7892244
办公地址 厦门市同安区凤南路 746号 1、3、4厂房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比例

总资产 286,596,177.05 214,563,301.23 33.5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646,664.90 84,079,478.37 63.7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1.97% 60.8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1.97% 60.81% -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比

例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13,597,580.55 81.74% 297,762,934.60 62.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17,170.63 117.09% 33,804,922.38 74.3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65,269.07 158.06% 31,588,610.94 7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48,099.82 267.22% 43,549,646.65 145.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75.19% 0.85 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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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75.19% 0.85 3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5% - 33.48%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649,295.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649,295.95
所得税影响数 97,394.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551,901.56

（三）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期初至期

末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8,426,318 45.54% 0 18,426,318 45.5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054,662 10.02% 0 4,054,662 10.02%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2,038,682 54.46% 0 22,038,682 54.4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2,038,682 54.46% 0 22,038,682 54.46%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40,465,000 — 0 40,465,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7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陈志勇 19，929，094 0 19，929，094 49.25% 17,084,250 2,844,844
2 吴丽芬 6,164,250 0 6,164,250 15.23% 4,954,432 1,209,818
3 福州明诚投

资有限公司
3,335,000 829,417 4,164,417 10.29% 0 4,164,417

4 英信（厦门）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899,515 0 1,899,515 4.69% 0 1,899,515

5 深圳市大业

投资发展有
1,898,250 0 1,898,250 4.69% 0 1,89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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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6 高金飘 1,745,087 0 1,745,087 4.31% 0 1,745,087
7 厦门兴博睿

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78,340 0 1,078,340 2.66% 0 1,078,340

8 厦门泰成华

投资有限公

司

1,032,250 0 1,032,250 2.55% 0 1,032,250

9 徐礼斌 748,000 0 748,000 1.85% 0 748,000
10 黄辉煌 499,000 0 499,000 1.23% 0 499,000

合计 38,328,786 829,417 39,158,203 96.75% 22,038,682 17,119,521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陈志勇与吴丽芬系夫妻关系，且已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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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 - -
对外担保事项 否 - -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

资金

否 - - -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 - -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是 是 2018-014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 -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否 - - -

股权激励事项 否 - - -
承诺事项 否 - - -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是 - - -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 - -
失信情况 否 - - -

1、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在 2018-014号公告的预计范围内。

2、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资产 权利受限类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例 发生原因

办公楼 借款抵押 2,799,556.18 0.98% 借款抵押

1号厂房 借款抵押 6,367,700.45 2.22% 借款抵押

2号厂房 借款抵押 46,221,022.05 16.13% 借款抵押

3号厂房 借款抵押 6,320,553.86 2.21% 借款抵押

4号厂房 借款抵押 6,850,993.47 2.39% 借款抵押

机器设备 借款抵押 9,989,242.67 3.49% 借款抵押

总计 - 78,549,068.68 27.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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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如下：

1.人力资源

公司围绕“以人为本、人尽其才”的用人理念，依据公司发展战略，进行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公

司将人才视为资本，重视员工能力素质提升，强调人才的增值，依据员工潜能及特长提供适合员工

发展的空间和通道，同时高度关注人才与岗位匹配度，创造出与其才能相符合的价值。公司以鼓励

员工持续贡献、高绩效高激励为导向，建立并不断完善薪酬、绩效、晋升等人才激励机制，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营造有利于员工发展的工作平台和环境，实现个人价值、公司及社会价值创造的共

赢。

2.环境保护

公司制鞋生产过程中不存在高危险或重污染的情况。公司针对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

气、废水、噪声等采取了有效的治理和预防措施，以减低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程度。公司在皮革原

料采购方面，严格进行过程控制，普遍采用生态环保皮革；在鞋底材料选用上逐步加大可降解材料

的比例，减少了橡胶和其它化工材料对环境的污染；在固废处理上，公司选择了有环保资质的固废

回收公司对公司有毒有害废弃物进行了专项处理。排污管理获得了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同安分局颁发

的《福建省排污许可证》。

3.安全生产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时尚潮鞋的设计、生产、加工和销售。公司不属于《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规定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类型，不涉及安全生产许可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公司的

安全生产工作始终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建有较为完善的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安全管理职责明确，安全标识清晰、安全管理细到每个角落，检查与改善

长期进行，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安全、合法。

4.质量控制和技术标准

公司内部通过系统教育培训、外部通过引进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和先进科学的生产、检验设备等

促进产品质量的不断改善提升。公司依据行业质量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产成品验收出库等各业务环节建立健全了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标准，

并在日常经营中严格执行。

（三）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董事会秘书变动情况及任职资格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

期末董秘是

否发生变动

原董秘离职时

间

现任董秘任职

时间

现任董秘姓名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

系统董事会秘书任

职资格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否 不适用 2015 年 12 月

24 日

曾丽晖 是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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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62,174.24 5,288,883.8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8,755,428.29 90,492,832.89

预付款项 27,009,607.15 23,914,481.4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456,938.50 2,089,955.0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5,488,610.47 26,899,350.45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921,687.99 2,301,779.10

流动资产合计 164,294,446.64 150,987,282.7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275,455.79 5,923,517.20

固定资产 86,968,154.66 29,658,787.37

在建工程 254,583.06 24,825,835.66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04,296.60 549,16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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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872,420.30 948,709.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426,820.00 1,67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2,301,730.41 63,576,018.48

资产总计 286,596,177.05 214,563,301.2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4,000,000.00 44,9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8,211,869.45 48,342,736.08

预收款项 5,611,259.51 341,867.7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4,067,413.03 2,069,925.67

应交税费 24,653,003.65 25,584,094.58

其他应付款 913,377.48 705,378.58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791,402.12 3,122,374.12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2,248,325.24 125,066,376.7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4,0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2,077,668.20 4,696,240.78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23,518.71 721,205.3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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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26,701,186.91 5,417,446.09

负债合计 148,949,512.15 130,483,822.8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40,465,000.00 37,965,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7,265,019.61 2,755.4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611,172.29 4,611,172.2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5,305,473.00 41,500,550.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646,664.90 84,079,478.37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646,664.90 84,079,478.3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86,596,177.05 214,563,301.23

法定代表人：___陈志勇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吴丽芬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吴丽芬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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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13,597,580.55 62,507,073.45

其中：营业收入 113,597,580.55 62,507,073.4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99,221,666.43 56,022,021.92

其中：营业成本 87,309,555.95 48,346,843.2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447,607.50 276,885.86

销售费用 3,236,080.05 1,582,941.33

管理费用 7,194,347.71 5,346,421.34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034,075.22 468,930.13

资产减值损失 650,084.45 354,581.51

加：其他收益 616,733.77 1,459,736.36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4,342,563.44 7,590,206.38

加：营业外收入 32,562.18 38,320.50

减：营业外支出 2,136.7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4,375,125.62 7,626,390.13

减：所得税费用 1,957,954.99 1,906,597.5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417,170.63 5,719,792.60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12,417,170.63 5,719,792.60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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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2,417,170.63 5,719,792.6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31 0.1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31 0.18

法定代表人：___陈志勇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吴丽芬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吴丽芬___

3.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297,762,934.60 183,200,444.42

其中：营业收入 297,762,934.60 183,200,444.4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62,018,537.04 159,519,303.99

其中：营业成本 226,846,706.49 140,455,689.7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250,523.80 685,144.20

销售费用 10,236,824.87 4,163,725.60

管理费用 19,879,788.96 11,891,429.96



公告编号：2018-045

- 15 -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3,804,692.92 2,323,314.53

资产减值损失 -410,910.20 944,997.92

加：其他收益 2,575,045.65 2,125,178.64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8,730,353.41 24,861,321.15

加：营业外收入 32,563.43 4,128,884.08

减：营业外支出 183.86 4,255,455.3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8,762,732.98 24,734,749.91

减：所得税费用 4,957,810.60 5,343,544.4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3,804,922.38 19,391,205.47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33,804,922.38 19,391,205.47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3,804,922.38 19,391,205.4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85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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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稀释每股收益 0.85 0.63

法定代表人：___陈志勇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吴丽芬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吴丽芬_____

4. 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93,384,282.01 223,291,306.67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

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572,535.99 12,587,985.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6,956,818.00 235,879,291.7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21,985,116.01 186,281,961.3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940,306.36 15,237,945.3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054,756.35 4,991,095.5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426,992.63 11,633,110.9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3,407,171.35 218,144,113.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549,646.65 17,735,178.5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5,297,942.20 14,000,867.71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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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297,942.20 14,000,867.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297,942.20 -14,000,867.7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7,100,000.00 62,3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5,910.21 6,426,990.5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7,205,910.21 68,726,990.5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4,000,000.00 60,4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660,984.18 1,978,674.0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923,340.51 9,046,992.3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584,324.69 71,425,666.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21,585.52 -2,698,675.8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6,710.03 1,035,635.0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88,884.27 473,739.4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62,174.24 1,509,374.47

法定代表人：__陈志勇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吴丽芬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吴丽芬____

古琳达姬（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