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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第二次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孩子王”、“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主办券商”）项目组以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申报会计师”、“会计师”）对贵公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

与核查，并逐步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

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

的部分，已按照《关于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

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并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中以楷体加粗标明。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相同。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加粗） 第二次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 对第二次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现就第二次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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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公司报告期内扣非后持续大额亏损，关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1）请公

司结合公司发展阶段、技术研发阶段、主要成本费用支出的具体内容等补充披

露报告期内持续亏损的原因。（2）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较的公司补充分析并披

露流量来源、获取新用户的方式及后续推广宣传的计划。（3）请公司补充分析并

披露用户需求与客户粘度相关情况，包括不限于：注册用户数量、在线活跃数

量、非注册用户日均数量、用户画像、流量来源、点击率、点击量、访问率、

访问量、访问模块、页面留存时间、用户访问深度等指标。（4）请公司补充披露

并对可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全方位、多维度补充分析，包括并不限于公司主营业

务盈利的可持续性、研发能力、行业空间、公司的后续市场开发能力、市场前

景、公司是否具有核心竞争优势、期后合同签订情况及收入确认情况、盈利能

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获取现金流能力等期后财务指标分析、结合期后财

务数据的主要财务指标趋势分析、同行业主要竞争对手情况、现金获取能力分

析等。（5）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进一步核查，并结

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

的解答（二）》逐条分析公司是否符合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的具体要求并发表

明确意见。申请挂牌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的,主办券商应说明营业收入是否达

到行业平均水平及其简要分析过程。（6）请主办券商说明推荐理由。 

回复： 

（1）请公司结合公司发展阶段、技术研发阶段、主要成本费用支出的具体

内容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持续亏损的原因 

公司自 2009 年开展业务以来，实施快速扩张战略，门店数量、会员数量、

收入规模等指标均实现了高速增长。公司实施全渠道战略，以下将分别从线下业

务和线上业务两部分进行分析。 

在线下业务方面，公司加大了全国布局的力度，线下门店数量增长迅速，2009

年至今，公司各年门店数量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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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9.30 

已有门店（家） -  1 2 6 17  40 63  108 

新增门店（家） 1   1  4  11 23  24  47 43 

关店数量（家）  -  -  -  - -   1  2 -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门店数量达 151 家，其中 2014 年、2015 年分

别新开 24 家与 47 家门店。新店数量的快速增长导致：1）公司在报告期内产生

了较多的新店开办费用；2）从统计数据来看，公司新开门店实现累计盈利（即

门店累计净利润为正）平均所需时间为 19 个月（该数据未经审计调整）。截至

2016年9月30日，公司151家门店中，经营满19个月的门店共68家，占比45.03%，

已实现累计盈利的门店共 46 家，占比 30.46%。可见，因报告期内新开门店占比

较高，经营时间较短，尚未达到成熟期门店的盈利水平，而门店的人工费用、租

金费用、折旧摊销等固定费用支出较高，导致公司的成本费用高于营业收入。 

在线上业务方面，公司主要通过孩子王孕婴童商城网站、“孩子王微商城”

微信公众号、“孩子王”APP 及天猫、京东等第三方平台运营母婴童商品零售与

增值服务业务。线上业务的费用支出主要包括：1）线上平台相关人员费用，如

技术开发团队、线上业务管理团队和客服人员工资、奖金、社保等支出；2）市

场营销费用，如为获取新用户而承担的广促费用等；3）其他线上销售费用，如

物流配送费、订单处理费、耗材费等。2015 年以来，公司力推全渠道战略，组

建高素质线上运营团队，大力建设线上零售与服务平台，对线上平台相关人力资

源投入大幅增加。此外，在线上业务运营初期，公司也将承担较高的用户获取成

本。 

基于上述原因，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3 月，公司销售费用分别

为 36,880.91 万元、61,042.34 万元和 19,476.23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 23.61%、22.11%和 21.16%。销售费用主要由工资、奖金及社保、商场租赁

费、装修费摊销构成，报告期内上述费用合计占销售费用的比例分别为 81.53%、

80.93%和 78.98%。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 14,570.15 万元、21,816.55

万元和 5,719.20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33%、7.90%和 6.21%。

管理费用主要由工资、奖金及社保构成，报告期内上述费用占比为 63.49%、

79.55%和 60.80%。而公司毛利润率在报告期内分别为 25.03%、24.68%和 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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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润尚未完全覆盖线下及线上业务运营费用支出，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亏

损。 

结合公司发展阶段、门店盈利周期与店龄结构、主要成本费用支出结构等，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六、报告期内主要会计

数据和财务指标” 之“（五）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运营能力分析”中对报告

期内持续亏损的原因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3 月净利润分别为-88,544,989 元、

-138,440,007 元和 4,631,728 元。2014 年度、2015 年度公司净利润均为负数，持

续亏损主要是由于：（1）公司实施快速扩张战略，近年来加大了全国布局的力

度，线下门店数量增长迅速，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开门店数量达 151

家，其中 2014 年、2015 年分别新开 24 家与 47 家门店。新店数量的快速增长导

致公司在报告期内产生了较多的开办费用，同时因报告期内新开门店经营时间

较短，尚未达到成熟期门店的盈利水平，而门店的人工费用、租金费用、折旧

摊销等固定费用支出较高，导致公司的成本费用高于营业收入；（2）2015 年以

来，公司力推全渠道战略，组建高素质线上运营团队，大力建设线上零售与服

务平台，对线上平台相关人力资源投入大幅增加。此外，在线上业务运营初期，

公司也将承担较高的用户获取成本。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人员工资、商场

租赁费、装修费摊销等费用投入较大，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分

别为 23.61%、22.11%、21.16%和 9.33%、7.90%、6.21%，虽占比有所下降，

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公司目前处于业务快速发展时期，虽然在门店扩张、人员团队建设和全渠

道布局等方面的战略性投入导致报告期内持续亏损，但公司已成功打造了具有

竞争力的单客经营模式，实现了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2015 年较 2014

年同比增长 76.73%，2016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920,359,226 元。随着新店盈

利水平的提升、盈利周期的缩短，未来盈利门店占比将持续提高，为公司带来

可观的利润增长空间。此外，随着公司线上业务的日渐成熟，线上营销等费用

支出占比将进一步下降，公司整体盈利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较的公司补充分析并披露流量来源、获取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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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方式及后续推广宣传的计划 

从公开披露信息来看，同行业可比公司包括爱婴室、好孩子中国、母婴之家、

广生行等。公司与可比公司的流量来源及推广方式对比入下： 

可比公司 流量来源 推广方式 

孩子王 

线下：自营门店 

线上：官方商城（PC、WAP）、APP、

第三方电商平台、微信公众号 

线下：1）统一门店装修风格、店内活

动海报展示等线下门店推广；2）定期

举办“孕博会”等大型活动及“妈妈班”

等门店活动的线下活动推广；3）重点

场所推广 

线上：1）自有媒体推广；2）线上知名

母婴社交网站合作推广 

爱婴室 

线下：自营门店 

线上：官方商城（PC、WAP）、APP、

天猫旗舰店、微信公众号 

线下：1）统一门店装修风格、店内活

动海报展示等线下门店推广；2）定期

举办店内亲子活动、母婴讲座等线下活

动推广；3）周边地区传单推广 

线上：自有媒体推广等线上推广 

好孩子中国 

线下：自营门店、第三方线下零售

商及第三方母婴店、商超及其他线

下经销商 

线上：1）自营渠道：官方商城（PC、

WAP）、APP、第三方线上平台旗舰

店、品牌公司的网上平台；2）线上

大客户的零售平台；3）第三方线上

零售商平台 

线下：统一门店装修风格、店内活动海

报展示等线下门店推广 

线上：1）自有媒体推广；2）线上品牌

活动推广；3）平面媒体及电视媒体等

多种媒体的宣传活动、展览与赞助等线

上推广 

母婴之家 

线下：自营门店 

线上：官方商城（PC、WAP）、APP、

第三方电商平台、电话 

线下：1）统一门店装修风格、店内活

动海报展示等线下门店推广；2）定期

举办店内孕期护理主题讲座等线下活

动推广；3）周边地区传单推广 

线上：1）搜索引擎关键字推广；2）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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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公司 流量来源 推广方式 

联网广告投放 

广生行 

线下：母婴专营店、百货、商超、

购物中心、药房、月子会所、月嫂

机构、医院等 

线上：天猫、京东、蜜芽宝贝等电

商平台 

线下：1）统一门店装修风格、店内活

动海报展示等线下门店推广；2）“幸福

分娩计划”公益大讲堂等线下活动推广 

线上：1）自有媒体推广；2）天猫、京

东等电商平台及妈妈网等社交平台线

上品牌活动推广 

数据来源：可比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公司获取新客以线下推广为主，线上推广为辅。在线下，公司主要采取线下

门店推广、线下活动推广及重点场所推广等方式。在线上，公司主要采取自媒体

推广、线上知名母婴社交网站合作推广等方式。与可比公司相比，公司并没有采

取广告推送、搜索引擎推送等方式来获取流量，而是结合自身优势资源，侧重通

过口碑营销和互动体验，向新老用户提供优质的母婴童零售与增值服务，通过种

类丰富、特色突出的线下活动推广有效吸引新用户，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获取新用

户。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二、公司的商业模式”

之“（三）公司各业务环节商业模式”之“1、会员模式”中对流量来源、获取新

用户的方式及后续推广宣传的计划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获取新客以线下推广为主，线上推广为辅。其中，线下推广方式包括： 

1）线下活动推广：通过举办 “孕博会”、“儿童文化艺术节”、“新妈妈学院”

等大型线下活动，对孕妇及妈妈新客进行重点获取，并通过随后的“妈妈班”

及“好孕护照”等门店活动对孕妇及妈妈新客进行深入维护；2）线下门店推广：

通过门店门口及店内活动海报、广告牌等展示品对进入门店的新客进行推广；3）

门店周边商圈、社区、医院等重点场所推广：门店育儿顾问有针对性地向孕妇、

妈妈等重点人群进行品牌宣传，孕妇、妈妈可通过扫描育儿顾问持有的二维码

关注孩子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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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推广方式包括：1）自有媒体推广：通过孩子王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

等社交媒体的传播作用来获取客户；2）线上知名母婴社交网站合作推广：以城

市为单位，由高级育儿顾问在当地知名母婴论坛及知名母婴 APP 上与孕妇、妈

妈进行育儿、亲子等话题互动，从而获取新客。 

未来公司将继续沿用线上与线下推广相结合的推广模式。 

（3）请公司补充分析并披露用户需求与客户粘度相关情况，包括不限于：

注册用户数量、在线活跃数量、非注册用户日均数量、用户画像、流量来源、

点击率、点击量、访问率、访问量、访问模块、页面留存时间、用户访问深度

等指标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二、公司的商业模式”

之“（三）公司各业务环节商业模式”之“2、全渠道模式”中对用户需求与客户

粘度相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根据江苏孩子王向公司提供的数据，“孩子王”APP 运营数据如下： 

主要指标 2016.1 2016.2 2016.3 2016.4 2016.5 2016.6 2016.7 2016.8 2016.9 

注册用户数

量（万人） 
69.23  83.44  105.96  129.49  167.88  212.00 245.00 270.00 299.00 

在线活跃数

量（月活，万

人） 

54.22  53.17  71.19  66.17  114.15  105.08 95.93 94.78 121.57 

在线活跃数

量（日活，万

人） 

7.75  7.59  8.53  9.24  9.79  8.69 6.64 9.51 10.43 

月均使用时

长（万小时） 
64.31  53.45  64.59  70.00  77.04  67.42 55.34 115.74 129.16 

日均使用时

长（万小时） 
2.07  1.84  2.08  2.33  2.49  2.25 1.79 3.73 4.31 

人均单日使

用时长（分

钟） 

16.05  14.57  14.65  15.15  15.24  15.52 16.13 23.55 25.28 

线上访问量

（UV）（万

人） 

200.02  150.87  333.33  855.11  827.68  773.88  562.69  424.55  481.36  

线上点击量

（PV）（万
2,797.75  2,619.16  7,126.73  8,049.86  6,715.00  6,342.53  7,026.45  7,317.39  9,07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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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2016.1 2016.2 2016.3 2016.4 2016.5 2016.6 2016.7 2016.8 2016.9 

次） 

线上用户访

问深度

（PV/UV） 

14 17 21 9 8 8 12 17 19 

注： 

1.“孩子王”APP 业务从 2015 年 11 月开始试运营，试运行期间由于系统处于搭建期间，部

分运营数据统计不完善，在 2016 年 1 月开始正式运营后得到了完善，因此，运营数据仅展

示自 2016 年 1 月以来的相关情况； 

2.自 2016 年 3 月公司将江苏孩子王转让予无关联关系第三方后，公司许可江苏孩子王运营

“孩子王”APP； 

3.“孩子王”APP 后台系统无法统计非注册用户日均数量、点击率、访问率、访问模块、

页面留存时间数据，故上表未披露前述数据。 

“孩子王”APP 线上流量来源包括官方商城（PC、WAP）、APP、第三方

电商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收录用户画像标签

221 个，包含常规标签 68 个，消费相关标签 112 个，消费习惯偏好标签 41 个。 

（4）请公司补充披露并对可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全方位、多维度补充分析，

包括并不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盈利的可持续性、研发能力、行业空间、公司的后

续市场开发能力、市场前景、公司是否具有核心竞争优势、期后合同签订情况

及收入确认情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获取现金流能力等期后财

务指标分析、结合期后财务数据的主要财务指标趋势分析、同行业主要竞争对

手情况、现金获取能力分析等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八、持续经营能力

分析”中对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分析补充披露如下： 

（一）公司主营业务突出，收入增长健康、快速，毛利率稳定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1-3 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561,826,360 元、 

2,760,293,614 元和 920,359,226 元，其中 2015 年较之 2014 年同比增长 76.73%，

各期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均为 100.00%。公司营业收入种类多样，包括

直接销售商品收入、顾客服务收入、供应商服务收入和租赁收入等，其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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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来源为直接销售商品收入，报告期内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93.63%、

94.61%和 94.44%。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1-3 月，公司毛利润率分别为 25.03%、24.68%、

26.89%，毛利率较为稳定且呈增长趋势。  

（二）公司核心竞争力明显 

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新家庭首选的母婴童服务商。自创立以来，公司迅速

成长为中国领先的全渠道母婴童专业零售商。凭借安全可靠的品牌形象、优质

丰富的产品组合、多元化与个性化的增值服务与互动活动，孩子王已在国内母

婴童零售行业取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竞争地位。公司创新实践的“商品+

服务+社交”商业模式、以会员为中心的经营策略、大数据驱动的营销方式、线

上线下全渠道的专业销售网络、自主研发的 IT 架构、高度互联网化的技术团队

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是公司业务持续经营发展的强大保障。 

（三）公司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向好，公司具有强大的市场开发能力 

中国是母婴童产品的消费大国，中国母婴童行业近年来展现出强劲的增长

态势。根据罗兰贝格发布的《中国母婴童市场研究报告》，2015 年中国母婴童市

场规模已达 1.8 万亿元，2010-2015 年复合增速约为 17%。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

长、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以及消费升级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行业将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罗兰贝格预计到 2020 年，行业整体规模将达到 3.6 万亿元，2015-2020

年复合增速预计约为 15%。 

在市场开发上，一方面，公司通过专业的增值服务，增强客户粘性，持续

提高单客价值，并通过大数据的采集与分析、会员座谈与市场调研，精准地洞

察并响应消费者需求变化趋势，为消费者提供贴心的零售与增值服务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公司积累了丰富的门店拓展与运营经验，具备成熟的门店选址考量

体系，确保门店的快速、健康拓展，同时全渠道战略的有力执行满足了消费者

全天候无障碍的购物需求，公司的服务品质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四）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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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处于业务快速发展阶段，为有效防范关键业务环节的风险，公司建

立了完善的风险管控机制，尤其在门店选址、业务运营、财务管理等方面，实

现了标准化、信息化、模块化、集中化的风险管控。在门店选址方面，公司建

立了严格的选址考量体系，对拟开店城市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拟开店商业

中心业态结构、地段以及人流量等均有较高要求，确保了开店的高效率、盈利

周期的持续缩短；在业务运营方面，公司通过统一的总部集中采购，对公司的

进货渠道与质量进行严格把控，对供应商的经营状况、生产能力、质量管理等

严格审核并建立分类分级标准，同时，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制定产品检测标准，

对采购商品质量进行严格把控，进而保障所有上架商品不存在质量瑕疵；在财

务管控方面，公司建立了总部集中财务管理体系，以各业务部门为核心，对公

司财务处理流程进行标准化及规范化处理，大幅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并降低了财

务成本，同时强化了对不同区域门店的管控，并通过财务信息化系统实现了经

营数据的实时分析，对业务发展进行快速反馈与预测。公司严格的风险管控体

系保障了业务健康、快速的发展。 

（五）期后合同签订情况及收入确认情况 

2016 年 4-9 月，公司未与主要供应商签订采购框架协议。公司的销售主要

针对个人客户，未与其签订销售合同，且期后公司无新增的其他重大销售合同。 

（六）期后主要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1、盈利能力 

2016 年 1-9 月，公司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如下：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元） 2,994,046,728 2,760,293,614 1,561,826,360 

毛利润（元） 760,112,454 681,183,904 390,969,097 

毛利润率 25.39% 24.68% 25.03% 

净利润（元） -84,077,380 -138,440,007 -88,544,989 

净利润率 -2.81% -5.02% -5.67% 

注：期后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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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94,046,728 元，超过 2015 年全年水平，

主营业务持续高速增长。2016 年 1-9 月，公司实现毛利润 760,112,454 元，毛利

润率为 25.39%，较 2015 年进一步提升。公司毛利润率持续提升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通过收集大量会员基本信息及消费习惯等数据，不断提升采购方案的

精准度，优化采购流程，并加强了与主要供应商的业务合作关系，从而增强了

对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以及（2）公司对毛利润率较高商品的采购比例略有

上升。2016 年 1-9 月，公司净利润-84,077,380 元，报告期后出现亏损的主要原

因是公司门店扩张加速，2016 年一季度新增门店 7 家，2016 年 4-9 月新增门店

36 家，导致开办费用等支出在报告期后持续增长。2016 年 1-9 月，公司净利润

率为-2.81%，亏损幅度较上年度有所收窄。 

未来，随着公司毛利率持续提升、新店利润逐渐释放以及线上业务日趋成

熟，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2、偿债能力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率 62.24% 55.55% 39.31% 

流动比率（倍） 1.37 1.40 2.11 

速动比率（倍） 0.63 0.76 1.46 

公司偿债能力指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爱婴室 - - - 

好孩子中国 - - - 

母婴之家 71.55 1.39 0.82 

广生行 21.11 4.62 3.41 

可比公司平均 46.33 3.01   2.12   

孩子王 62.24 1.37 0.63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母婴之家、广生行的偿债能力指标采用 2016 年半年报数据，爱婴室和

好孩子中国数据未披露，孩子王采用 2016 年 9 月 30 日数据；资产负债率采用合并报表口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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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 2015 年度略有下降且低于可比

公司平均水平，资产负债率较前期有所上升且高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是

由于对供应商的应付账款规模随着采购力度的加大而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上升所

致。 

3、营运能力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2014 年 

应 收 账 款 周 转 率

（次） 
60.19 826.14 1,415.94 

存货周转率（次） 3.78 6.51 8.12 

公司营运能力指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如下： 

项目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存货周转率（次） 

爱婴室 - - 

好孩子中国 - - 

母婴之家 9.23 5.11 

广生行 3.79 1.08 

可比公司平均 6.51 3.10 

孩子王 60.19 3.78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母婴之家、广生行的偿债能力指标采用 2016 年半年报数据，爱婴室和

好孩子中国数据未披露，孩子王采用 2016 年 1-9 月数据 

2016 年 1-9 月，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60.19 次，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主要是由于公司的销售收入主要由直接销售商品业务构成，该业务收入均通过

直营渠道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取得，产生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小。2016 年 1-9

月，公司存货周转率为 3.78 次，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体现了公司良好的库存

管理能力。 

整体来看，公司 2016 年 1-9 月的各项周转率指标良好，运营能力较强。 

4、获取现金流能力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2014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34,703,330 -50,350,549 -140,58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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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00,470,718 -50,239,357 -512,291,3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331,459,359 177,348,000 612,570,000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元） 
457,528 - - 

现金及等价物净增加额（元） 397,684,276 76,758,094 -40,304,112 

2016 年 1-9 月，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397,684,276 元，其中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4,703,330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负，主要是因为公司的线下业务仍处于快速扩张与发展阶段，新开门店数量占

比较高，产生了较多的开办费用，且新开门店经营时间较短，尚未达到成熟期

门店的盈利水平；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31,459,359 元，主要是由于

公司 2016 年 7 月至 9 月完成了增资。目前，公司的主要融资渠道来源于股权融

资，未来公司将逐步拓展自身的融资渠道，以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综上，公司主营业务突出，收入增长健康、快速；构建了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核心竞争优势；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向好，公司具有强大的市场开发能力，建

立起了较好的风险管控机制；采购、销售结构合理，期后盈利可期。因此，公

司具有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5）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进一步核查，并结

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

的解答（二）》逐条分析公司是否符合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的具体要求并发表

明确意见。申请挂牌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的，主办券商应说明营业收入是否

达到行业平均水平及其简要分析过程 

1）对可持续经营能力的进一步核查 

主办券商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市场竞争状况和公司业务运营状况，总结公司

市场竞争地位、竞争优势，查阅了安永华明（2016）审字第 60972026_B02 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取得并分析了期后财务指标数据，分析公司收入

成本结构及持续亏损原因，并查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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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企业会

计准则》、《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核查义务。核查结果如下： 

孩子王是一家数据驱动的、创新型母婴童全渠道服务商，是中国母婴童商品

零售与增值服务的领导品牌，主要向会员家庭提供母婴童商品零售、儿童游乐、

母婴童服务、金融产品、原创内容及互动活动五大类产品和服务。同时，公司向

供应商提供品牌推广服务，以及向线下门店异业商户提供店面租赁。公司为中国

新家庭提供母婴童商品、服务与内容的综合解决方案，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全

渠道服务平台，创新实践了“商品+服务+社交”的行业领先商业模式，通过对会

员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以定制化的顾问式全场景服务与内容，构建了高粘度的会

员关系，实现了商品销售、会员收费、虚拟产品、增值服务等多点盈利。 

主办券商从以下方面具体分析公司具有可持续经营能力： 

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母婴童市场规模大、增长后劲足。根据罗兰贝格

发布的《中国母婴童市场研究报告》，2015 年中国母婴童市场规模达 1.8 万亿元，

2010-2015 年复合增速约为 17%，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

长、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以及消费升级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母婴童行业将继续保

持高速增长。罗兰贝格预计到2020年，行业整体规模将达到3.6万亿元，2015-2020

年复合增速预计约为 15%。 

从企业竞争力来看，公司具有独特的盈利模式、以会员为中心的经营策略、

强大的会员大数据系统、专业的全渠道销售网络、自主研发的 IT 架构、高效专

业的执行团队等核心竞争优势，为公司业务持续经营发展提供了强大保障。凭借

安全可靠的品牌形象、优质丰富的产品组合、多元化与个性化的增值服务与互动

活动，孩子王已在国内母婴童零售行业取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竞争地位，

在市场地位、同店销售增速、经营覆盖区域等方面均领先于主要竞争对手。 

从财务经营指标来看，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经营指标健康。报告期内，2014

年、2015年、2016年1-3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561,826,360元、2,760,293,614

元和 920,359,226 元，2015 年同比增长 76.73%；毛利率分别为 25.03%、24.68%

和 26.89%，实现稳中有升；净利润分别为-88,544,989 元、-138,440,007 元和

4,631,728 元，持续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处于业务快速发展时期，在门店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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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团队建设和全渠道布局等方面的战略性投入导致成本费用支出在短期内高

于营业收入。报告期后，2016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94,046,728 元，

超过 2015 年全年水平，主营业务持续高速增长；毛利润 760,112,454 元，毛利润

率为 25.39%，较 2015 年进一步提升；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60.19 次、存货周转率

为 3.78 次，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水平，体现了公司良好的经营管理能力；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4,703,330 元，主要是因为公司的线下业务仍处于

快速扩张与发展阶段，新开门店数量占比较高，产生了较多的开办费用，且新开

门店经营时间较短，尚未达到成熟期门店的盈利水平；2016 年 9 月末，公司流

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 2015 年略有下降，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但从资产负债结

构来看，有息负债占比较低，公司面临的还本付息压力较小。 

公司持续亏损与公司所处发展阶段相匹配。随着新店盈利水平的提升、盈利

周期的缩短，未来盈利门店占比将持续提高，为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增长空间。

此外，随着公司线上业务的日渐成熟，线上注册用户数量、在线活跃数量等指标

持续提升，线上营销等费用支出占比将进一步下降，公司整体盈利状况将得到进

一步提升。 

基于上述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市场成长

空间较大；公司主营业务明确，商业模式领先，有稳定的客户群体并继续积极开

拓市场，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公司收入规模和盈利水平持续提升，具有良好的

增长前景；公司持续经营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中关于持续经营能力的挂牌条件。 

申报会计师针对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实施了核查程序，没有发现重大异常

情况使其相信公司在未来至少 12 个月内存在持续经营方面的问题。 

2）对公司是否符合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具体要求的核查 

主办券商查阅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

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以下简称“《解答（二）》”），就公司是否符合挂

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的具体要求逐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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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少于 1000 万元，但因

新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原因而营业收入少于 1000 万元，且最近一期末净资产

不少于 3000 万元的除外 

根据《解答（二）》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科技创新类公司是指最近两年及

一期主营业务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公司，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符合科技创新类要

求的公司为非科技创新类。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2014 年、

2015 年及 2016 年 1-3 月）的主营业务均为母婴童商品零售与增值服务提供，其

主营产品及服务不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

指导目录》规定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因此，公司属于非科技

创新类公司，不存在本条所述情形。 

（二）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主办券商对申请挂牌公司营业收入是否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说明及分析过

程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主

营业务属于“零售业”（代码 F52）；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公司业务属于“百货零售”（代码 F5211）；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挂牌

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业务属于“百货零售”（代码 F5211）；根据《挂

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综合货品商店”（代码 13141211）。 

基于上述行业分类，考虑行业可比和数据获取等因素，主办券商分别选取可

比大类行业零售业（F52）与可比细分行业百货零售（F5211），从公开市场数据、

国内宏观数据等角度综合对行业平均营业收入进行对标测算，具体测算结果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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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数据来源  市场类别 

2015 2014  
 两年平均  

之和 
行业平均营业

收入(元) 

样本数

（个） 

行业平均营业

收入(元) 

样本数

（个） 

可比大类

行业：零售

业（F52） 

公开市场 

数据 

新三板     

挂牌公司 
414,075,134 146 326,978,135 146 741,053,270 

区域股权市场

挂牌公司 
 62,894,891   18   60,786,902   18   123,681,793  

国内宏观

数据 

限额以上零售

企业数据 
未公布  未公布  122,790,796 145,308 245,581,592 

可比细分

行业：百货 

零售

（F5211） 

公开市场

数据 

新三板 

挂牌公司 
975,389,534 9 963,308,646 9 1,938,698,180 

区域股权市场

挂牌公司 
 48,270,346   2   28,479,422   2   76,749,767  

国内宏观

数据 

限额以上零售

企业细分行业

数据 

未公布  未公布  188,258,665 6,232 376,517,330 

 孩子王      2,760,293,614   1,561,826,360   4,322,119,974 

注： 

1． 新三板挂牌公司、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公司数据来源为 WIND 金融数据库 

2． 限额以上零售企业数据与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细分行业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

年鉴》 

3． 由于 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尚未公布，在取限额以上零售企业数据与限额以上

零售企业细分行业数据两年平均营业收入之和时，2015 年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取 2014 年

数据处理 

4． 除细分行业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公司数据采用 WIND 行业分类外，其余均采用证监会行业

分类 

由上表可见，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远高于可比大类行业零售业（F52）

与可比细分行业百货零售（F5211）中新三板挂牌公司与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公司

最近两年累计平均营业收入规模，同时高于国家统计局限额以上零售企业与限额

以上零售企业细分行业的最近两年累计平均营业收入规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母婴童商品零售与增值服务提供，在大类行业上属于零售

业，但从目前国内零售业上市公司列表来看，在目标人群、产品品类、服务模式

等方面缺乏可比公司。由于公司的目标人群是准妈妈及 0-14 岁儿童，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是衣、食、住、行、玩、教、学等购物及成长服务，服务模式是以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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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技术支撑的体验式购物与线上线下全渠道模式，结合上述经营特点，主办券

商认为聚焦中国母婴童市场的消费类上市公司以及消费细分行业中品类杀手型

企业与孩子王更具有可比性。具体测算结果如下表：  

 
证券代码 

证监会    

行业分类 
2015（元） 2014（元） 

2014、2015 年   

累计营业收

入（元） 

母婴童产品服务消费类企业： 

爱婴室 A16192.SH 零售业 1,388,066,050 1,224,292,444 2,612,358,494 

贝因美 002570.SZ 食品制造业 4,533,816,067 5,048,784,415 9,582,600,483 

金发拉比 002762.SZ 
纺织服装、服

饰业 
363,624,012 406,916,576 770,540,588 

群兴玩具 002575.SZ 

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

用品制造业 

319,383,875 404,163,125 723,547,000 

骅威文化 002502.SZ 

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

用品制造业 

590,573,137 476,778,164 1,067,351,302 

奥飞娱乐 002292.SZ 

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

用品制造业 

2,589,170,846 2,429,673,167 5,018,844,013 

威创股份 002308.SZ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937,146,821 802,970,861 1,740,117,681 

消费细分行业品类杀手型企业： 

三夫户外 002780.SZ 零售业 327,570,305 291,504,600 619,074,905 

探路者 300005.SZ 
纺织服装、服

饰业 
3,807,592,035 1,715,241,927 5,522,833,962 

索菲亚 002572.SZ 家具制造业 3,195,738,721 2,361,084,402 5,556,823,122 

好莱客 603898.SH 家具制造业 1,081,982,094 901,027,875 1,983,009,969 

可比公司

平均 
  1,739,514,906 1,460,221,596 3,199,736,502 

孩子王   2,760,293,614 1,561,826,360 4,322,119,974 

注： 

1．可比上市公司爱婴室正在申请 A 股主板上市，已于 2016 年 6 月公开披露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 

2．上表中 2014、2015 年累计营业收入数据与 2014 年、2015 年营业收入数据加总略有差异，

为尾差原因 

由上表可见，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国内可比上市公司同期累计

平均营业收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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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母婴童市场研究报告》，基

于 2015 年数据，公司相比乐友、爱婴岛、爱婴室、贝贝熊、丽家宝贝等尚未上

市或挂牌的同行业可比公司具有领先的收入水平。 

综合上述分析，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行业同期

平均水平。 

（三）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入

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的除外 

根据安永华明（2016）审字第 60972026_B02、第 60972026_B03 号《审计报

告》，虽然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扣非后连续亏损，但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3 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783,654,526 元、1,561,826,360 元、

2,760,293,614元和920,359,226元，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且2013-2015

年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87.68%。 

基于上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虽然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

营业收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 

（四）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

产业 

根据公司的说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

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做好“十三

五”期间重点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计划制订工作的通知》、《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并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 2015 年及 2016 年

1-3 月的主营业务均系母婴童商品零售与增值服务提供，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

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

收入不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

收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

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因此，公司不存在《解答（二）》规

定的负面清单所列的情形，符合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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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会计师结合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的具体要求，复核了主办券商行业同

期平均水平的判断标准、平均水平计算的数据来源及数据测算过程，重新计算并

加总 2014 和 2015 年累计收入，与主办券商测算结果一致；核查了公司 2013 年、

2014 年和 2015 年的营业收入并复核了收入增长率测算过程，公司最近两年营业

收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 

（6）请主办券商说明推荐理由 

孩子王是一家数据驱动的、创新型母婴童全渠道服务商，为准妈妈及 0-14

岁儿童提供衣、食、住、行、玩、教、学等购物及成长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是

中国母婴童商品零售与增值服务的领导品牌。 

报告期内，孩子王主要向会员家庭提供母婴童商品零售、儿童游乐、母婴童

服务、金融产品、原创内容及互动活动五大类产品和服务。公司自成立以来，致

力于成为中国新家庭首选的母婴童服务商，并迅速成长为中国领先的全渠道母婴

童专业零售商。凭借安全可靠的品牌形象、优质丰富的产品组合、多元化与个性

化的增值服务与互动活动，孩子王已在中国母婴童零售行业取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和较强的竞争地位。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1-3 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

入 1,561,826,360 元、2,760,293,614 元和 920,359,226 元，其中 2015 年较之 2014 

年同比增长 76.73%，各期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均为 100.00%，主营业

务明确。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分别为-88,544,989 元、-138,440,007 元和 4,631,728

元，其中 2014 年度、2015 年度公司净利润均为负数。公司目前处于业务快速发

展时期，虽然在门店扩张、人员团队建设和全渠道布局等方面的战略性投入导致

报告期内持续亏损，但公司已成功打造了具有竞争力的单客经营模式，实现了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速高于 50%。随着新店盈利水平的提升、

盈利周期的缩短，未来盈利门店占比将持续提高，为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增长空

间。此外，随着公司线上业务的日渐成熟，线上营销等费用支出占比将进一步下

降，公司整体盈利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符合“主营

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主办券商在《主办券商推荐报告》“三、推荐意见”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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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符合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的具体要求 

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均为母婴童商品零售与增值服务提供，其

主营产品及服务不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

务指导目录》规定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因此，公司属于非

科技创新类公司。 

根据安永华明（2016）审字第 60972026_B02、第 60972026_B03 号《审计

报告》及主办券商核查，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为 4,322,119,974 元，不低

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三年营业收入连

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87.68%。因此，公司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所述“非

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非科技创

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且未满足“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

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的负面清单情形。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做好“十三五”

期间重点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计划制订工作的通知》、《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并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 2015 年及 2016

年 1-3 月的主营业务均系母婴童商品零售与增值服务提供，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

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因此，公司不存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

（二）》所述“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

能类产业”的负面清单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行

业同期平均水平；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

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

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因此，公司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负面清单

所列的情形，符合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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