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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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谢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洋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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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6,607,919.10  337,469,156.05 64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5,871,631.68  14,505,086.39 90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3,832,506.59  15,065,360.30 854.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69,954,436.41  -11,168,907.42 -4,107.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4 0.0124 572.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4 0.0124 572.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0.3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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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33,399,478.34  17,132,164,857.32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531,533,205.14  7,775,804,894.27 22.58%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811,923,73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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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4.5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708,854.75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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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5,61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71,111.47   

减：所得税影响额          -930,950.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3,587.25   

合计         2,039,12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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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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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45% 316,176,684 316,176,684 质押 306,176,684 

天津东银玉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7% 146,171,694 146,171,694   

北京和兆玖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8% 115,658,844 115,658,844 质押 115,102,396 

昆明汉鼎世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4% 113,144,522 113,144,522 质押 113,020,000 

宁波子衿和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5% 100,572,908 100,572,908 质押 100,572,908 

谢勇 境内自然人 5.52% 100,000,000 75,000,000 质押 100,000,000 

刘田 境内自然人 3.13% 56,801,950 56,801,950   

天津海立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 56,179,774 56,17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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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岩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5% 55,315,099 55,315,099   

宁波玖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50,286,454 50,286,454 质押 50,28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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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勇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穆伟汝 5,324,027 人民币普通股 5,324,027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圆－东方 6号私募投资基金 

4,608,1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8,10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圆－东方 11号私募投资基金 

4,294,6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4,60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圆－智享 1号私募投资基金 

4,137,351 人民币普通股 4,137,351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圆－东方 4号私募投资基金 

3,009,575 人民币普通股 3,009,575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险 2,893,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3,400 

李海华 2,850,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0,700 

江苏万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0,000 

王秋鸿 2,62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1,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谢勇先生和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

动人，谢勇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控制的西藏太和先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和兆玖盛投资有限公司、昆

明汉鼎世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均为何道峰先生所控

制。除此之外，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前 10 名股东与第 2 至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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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外，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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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注：（1）上述前 10 名股东所持股份报告期内发生的质押情况 

2018 年 2 月 5 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8,988.7641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质押给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质押开始日为 2018 年 2 月 5

日。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8 年 2 月 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

股份被质押的公告》（2018-009号）。 

（2）报告期内，上述前 10 名股东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10月30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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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刘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48号）核准，截至2018年2月5

日，公司已全部实施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天津海立方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其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2018年2月5日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限售期限自

2018年2月5 日开始。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8年2月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及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 

（3）报告期后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前 10 名股东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4 月 1 日下发的《关于核准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513号）核准，公司于 2015年 4月 24日实施完成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向 8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300,000,000 股,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限售期均为 36 个月。鉴于限售期限届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其中 7 名特定对象北京和兆玖盛投

资有限公司、昆明汉鼎世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子衿和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桐庐岩泰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玖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盛钜投资有限公司和

宁波琨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出解除限售申请，并于 2018年 4月 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限售的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合计 528,007,767股。 

上述解除限售情况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2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 2014年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2018-0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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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8 年 3月 31 日 2017 年 12月 31 日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2,730,149.00  1,830,149.00  49.18% 
本期末收取的银行承

兑汇票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1,981,086.07    152,833,826.95  -39.82% 

本公司子公司本期转

让上海瀚银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股权。 

短期借款   251,414,700.00    401,414,700.00  -37.37% 
本期偿还已到期的银

行借款。 

应付账款   457,313,995.21  1,199,676,767.32  -61.88% 
本公司本期支付股权

收购款。 

应付职工薪酬   179,511,572.43    260,902,335.74  -31.20% 
本期发放上年末计提

的全年绩效。 

应付利息    44,669,920.38     27,607,420.39  61.80% 
本公司本期计提 10.5

亿元中期票据利息。 

其他流动负债   666,000,000.00  -100.00% 

本公司子公司所控制

的并购基金的优先级

有限合伙人退出。 

损益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1-3 月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506,607,919.10    337,469,156.05  642.77% 

本公司 2017年 12 月

31 日非同一控制并入

我爱我家，本期较上年

同期合并范围增加。 

营业成本 1,750,480,527.34    236,648,752.70  639.70% 

税金及附加    21,221,769.98      7,622,229.03  178.42% 

销售费用   172,796,173.83     36,161,333.94  377.85% 

管理费用   297,095,956.64     21,908,446.79  1,256.08% 

营业外收入    12,321,081.41        354,481.83  3,375.80% 

财务费用    39,649,720.04     19,179,687.46  106.73% 

本公司本期计提 10.5

亿元中期票据利息，本

公司 2017 年 12月 31

日非同一控制并入我

爱我家、本期较上年同

期合并范围增加。 

所得税费用    64,937,077.96      1,905,274.05  3,308.28% 

本公司 2017年 12 月

31 日非同一控制并入

我爱我家，本期较上年

同期合并范围增加，相

应本期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加，导致所得税费

用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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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1-3 月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9,954,436.41    -11,168,907.42  -4,107.70% 

本期合并范围较上年

同期增加，且新增合并

公司业务受春节假期

因素影响现金流出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6,617,504.07    197,262,494.30  -240.23% 

本期赎回的理财产品

较上期减少；本期支付

股权收购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89,418,737.42      2,376,384.76  33,119.31% 

本公司定向增发，本期

收到募集资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的进

展情况 

（1）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10月30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昆明百货大楼(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刘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948号）核准，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9日实施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我爱我家84.44%股权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实施完成了本次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公司向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海立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中

建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3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86,516,853股，募集配

套资金1,659,999,991.70元。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18年1

月31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本次重组向认购方发行186,516,853股新

股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性质为限售条件流通股，并于2018年2月5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625,406,879股增加至1,811,923,732股。 

上述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上市等情况详见公司2018年2月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 

（2）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事项 

经公司 2018年 1月 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公司将开设在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的账户（账号为

1000000010120100568542）设立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及中介机构服务等交易费用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与浙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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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北京分行及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 日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2月 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2018-006号）。 

（3）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 

为保障公司本次交易可按计划顺利实施，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服务等交易费用”项目，截至 2018 年 2 月 3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了本次交易过程中发生的部分中介机构服务等交易费用合计

31,153,228.80元。经公司 2018 年 2月 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上述预先已投入的自

筹资金 31,153,228.80元进行置换。 截至 2018 年 3月 1日，上述资金已置换完成。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2月 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2018-012号）。 

（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渡期期间损益情况 

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事项，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专项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

出具了《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报告（2017年1月1日至

2017年12月31日止期间）》（安永华明【2018】专字第60878299_A02号）。根据审计结

果，过渡期间标的公司净利润为530,886,081.47元，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利润归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我爱我家股东按持股

比例所有。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4月 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渡期期间损益情况的公告》（2018-040号）。 

（5）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及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交易之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承诺，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我爱我家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月 31日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募集配套资金影响后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累积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 亿元、11 亿元及 18 亿元。我爱我家各利润补偿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由双方认可的本公司届时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予以确定。若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我爱我家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2018年 12月 31日和 2019 年 12月 31日实现的实际累积净利润数低于当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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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净利润预测数的，则补偿义务人当年应对本公司予以补偿。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2017年度）》（安永华明【2018】专字第

60878299_A03 号），我爱我家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募集配套资金影响后的合

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累积净利润为 50,672.10万元，已达到业绩承诺的净

利润数。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4月 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 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2018-041号）。 

2.关于调整自有资金理财投资品种及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额度事项 

公司 2017年 3月 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及 2017年 11月 3日召

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使用投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及理财产品投资，其中 50,000 万元投资额度进

行委托理财（含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新股配售或者申购、证券回购、股票二级

市场投资、债券投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证券投资行为；另外 50,000 万元用

于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即通过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

年的低风险理财产品。上述累计 100,000 万元证券及理财产品投资总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投资资金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投资期限至 2019年 6月 30日内有效。 

后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2018年3月30日召开的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上述50,000万元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品种，由

“通过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低风险理财产品”调

整为“用于购买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及其它风险可控类理财产

品”，同时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投资额度，将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产

品投资的投资额度由50,000万元调增至200,000万元。在上述投资总额度内，资金可以

循环使用。投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内。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3月 15日和 2018年 3月 3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自有资金理财投资品种及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

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2018-017 号）和《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22号）。 

3.关于与海尔集团（青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事项 

经公司 2018年 3月 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8

年 3月 26日与海尔集团（青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金控”）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拟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业务领域的优势和资源，就智能家居、家电采

购、租赁运营和配套金融解决方案开展“长租公寓+海尔家居家电+海尔金融”的合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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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打造兼具战略协同效应和财务投资回报效应的合作平台，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后

续本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事项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3月 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与海尔集团（青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2018-021

号）。 

4.关于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事项 

根据战略发展目标及经营管理需要，为更好地整合公司现有资源优势，提升公司品

牌价值及市场竞争力，经公司 2018年 3月 30日召开的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本公司以自有资金 6亿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述新设公司工商登记手续于 2018 年 3月 23日办理完成并取得营业执照。昆明百货大

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亿元投资金额为认缴出资,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实际出资。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3月 15日和 2018年 4月 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2018-015号）、《关

于新设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2018-023号）。 

5.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并购基金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 2016年 5月 17日召开的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西藏云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合作投资设立了嘉兴锦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此后，基于公司对嘉兴锦

贝基金形成控制原因，公司已于 2017年 12月 31日将嘉兴锦贝及其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2018 年 3 月 1 日，经嘉兴锦贝基金合伙人会议决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在并

购基金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民生加银分配其对并购基金的全部投资本金及其相应收益

后，民生加银从并购基金中退伙。各方确认完成上述事项后，并购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

为人民币 33,310 万元，其中有限合伙人西藏云百出资 33,300 万元，占 99.97%；普通

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中民银孚出资 10万元，占 0.03%。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4月 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2018-031号）。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嘉兴锦贝基金针对上述退伙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

理中。 

6.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期后事项 

为更准确、全面地反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的实际业务情况和未来发展战略布

局，且易于投资者理解，经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决定变更公司

名称及证券简称，将中文名称由“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我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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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由“KUNMING SINOBRIGHT （GROUP） CO., LTD.”

变更为“5I5J HOLDING GROUP CO., LTD.”；公司证券简称相应变更为“我爱我家”，英

文名称缩写相应变更为“5i5j”。上述中文名称变更须经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

记、证券简称变更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及审批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10日和2018年4月27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25号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2018-026号）和《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043号 ）。 

7. 报告期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代文娟 
副总裁、审计

部总经理 
任免 2018 年 4 月 9 日 

根据公司业务经营及管理调整需要，不再担任财务总

监、财务负责人，改任副总裁、审计部总经理。 

曹晓航 副总裁 新聘 2018 年 4 月 9 日 董事会聘任。 

陈毅刚 副总裁 新聘 2018 年 4 月 9 日 董事会聘任。 

何  洋 

副总裁、财务

负责人、财务

总监 

新聘 2018 年 4 月 9 日 董事会聘任。 

胡景晖 副总裁 新聘 2018 年 4 月 9 日 董事会聘任。 

朱  威 副总裁 新聘 2018 年 4 月 9 日 董事会聘任。 

窦  岩 总裁助理 新聘 2018 年 4 月 9 日 董事会聘任。 

柳  玲 法务总监 解聘 2018 年 4 月 9 日 
工作调整原因辞职。辞职后担任公司法务副总监及全

资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法务总监。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与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相关

的进展情况 

2018 年 1月 2 日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2018-001 号） 

2018 年 1月 23 日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04 号） 

2018 年 2月 2 日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2018-006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

要）》（2018-007 号）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方承诺

事项的公告》（2018-008号）等相关公告 

2018 年 2月 28 日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0 号）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1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2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2018-012

号）等相关公告 

2018 年 3月 15 日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3 号）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4 号） 

《关于延长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渡期期间损益专项审核承诺

履行期限的公告》（2018-016 号） 

2018 年 3月 31 日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022 号） 

2018 年 4月 26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渡期期间损益情况的公告》

（2018-040号）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2018-041号）等相关公告 

调整自有资金理财

投资品种及增加自

有闲置资金投资理

财产品额度事项 

2018 年 3月 15 日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3 号）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4 号） 

《关于调整自有资金理财投资品种及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

产品额度的公告》（2018-017 号） 

2018 年 3月 31 日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 022 号） 

与海尔集团（青岛）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事项 

2018 年 3月 27 日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20 号） 

《关于与海尔集团（青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公告》（2018-021 号） 

投资新设全资子公

司事项 

2018 年 3月 15 日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3 号） 

《关于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2018-015 号） 

2018 年 3月 31 日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 022 号） 

2018 年 4月 10日 《关于新设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2018-023 号）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

与投资并购基金的

进展情况 

2018 年 4月 20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2018-031 号）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

及证券简称的期后

事项 

2018 年 4月 10 日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25 号）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2018-026 号） 

2018 年 4月 27 日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043 号）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

围并根据相关事项修

订《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期后事项 

2018 年 4月 10 日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25 号） 

2018 年 4月 27 日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043 号）、《我

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8 年 4月）》 

报告期后，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

况 

2018 年 4月 10 日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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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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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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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600804 
鹏博

士 
99,968,037.11  5,160,000.00  0.36%  5,160,000.00  0.36%  77,606,400.00  -10,268,4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

场买入 

股票 600804 
鹏博

士 
103,841,714.90  5,372,644.00  0.38%  5,372,644.00  0.38%  80,643,386.4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级市

场买入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

投资 
  --  --   -- -- 

合计 203,809,752.01 10,532,644.00 -- 10,532,644.00 -- 158,249,786.44 -10,268,40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于 2017年 3 月 1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于 2017 年 11月 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于 2018年 3 月 1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18年 3 月 3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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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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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3 月 电话沟通 个人 

报告期内累计接听投资者电话25次，多为投资者问询公司定期报告

披露时间，公司2017年及2018年1季度业绩情况、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及股东人数等相关情况。 

公司未提供资料。 

2018 年 1 月－3 月 

书面问询

（深交所

互动易） 

个人 

报告期内回复投资者互动易问询 30 条，主要谈论内容：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标的公司我爱我家经营及业绩情况、公司是否更名、公

司股票质押情况、限售股解除限售、股东减持情况、股价波动、股

东人数等。 

索引：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0560/index.html）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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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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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谢勇 

2018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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