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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新 年 开 市 后， 南 极 电 商

（002127）逆市下跌。

1 月 4 日，开盘后不到半小时，南极

电商股价跌停。1 月 5 日，南极电商继续

大跌 9.91%。

1 月 5 日晚，南极电商披露了一份回

购公告，试图提振市场信心。但从二级市

场表现看，该举措效果一般。1 月 6 日，

南极电商早盘短暂翻红后再次下挫，盘中

跌幅一度超过 9%，股价最低跌至 10.01 元

/股。1月 12日，南极电商开盘再度闪崩，

跌至 9.23 元 / 股，股价距离去年 7 月时达

到高点的 24.41 元 / 股价格已经腰斩。

知名财务专家王耀武在接受《企业观

察报》采访时说，南极电商半年来市值腰

斩应与市场财务造假疑云有关。但目前，

只是某机构研报提出了几点质疑，并没有

形成质疑证据链，暂时无法确定是否真正

存在财务造假。

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指出，

虽然目前还不能认定南极电商有财务造假

行为，但是任何一个投资人都有权利质疑

其财务数据和业绩，因此，此次股价暴跌

也不能说与其涉嫌财务造假没有关系。

市值蒸发 盈利下降

2014 年，南极电商出售了旗下全资化

纤及印染业务；2015 年，彻底剥离了丝织

品织造业务，完成了传统制造向电商服务

型企业的转型，同年，南极电商成功借壳

“新民科技”登陆 A 股。

南极电商经营业务包括品牌授权服

务、电商生态综合服务平台服务、柔性供

应链园区服务、专业增值服务及货品销售

业务等。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合作供应

商总数为 1113 家，合作经销商总数为 4513

家，授权店铺 5800 家。

财报显示，2019 年南极电商营收

39.1 亿元，同比增长 16.5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 亿元，同比增长

36.06%。其中，品牌综合服务业务毛利率

高达 93.36%，当期营收近 12.4 亿元。同比

增长 31.76%。经销商品牌授权业务收入近

6500 万元，同比增长 1.68%。品牌授权相

关营收合计约为 13 亿元，占 2019 年营收

之比达 33%。因而业内称其靠“卖商标”

年入 13 亿元。

2020年，南极电商在短短半年时间里，

将市值从年初的 200 亿元飙升至 500 多亿

元。2020 年 7 月 10 日，南极电商创下历

史最高价 24.41 元，较 2013 年股价上涨了

31 倍。

然而，刚进入 2021 年，形势就急转

直下，南极电商的市值又回落到 200 多亿

元。1 月 5 日晚间，南极电商发布公告，

拟以不超过 15 元 / 股的价格回购，回购总

金额不低于 5 亿元且不超过 7 亿元。公司

称此举是为了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

资者信心。但这份史上最大回购方案并没

能阻挡股价继续下跌。

这也并非南极电商首次出手，2018 年

其曾推出回购方案，回购总金额不低于 1.5

亿元、不超过3亿元（含3亿元）。最终，

公司耗资约 1.517 亿元（不含交易费用）进

行了回购。

股票回购理论上将对股价构成提振，

但南极电商运营中所曝出的问题并非突

发，长期盈利能力下滑之势一目了然，运

营问题能否被克服，对公司管理层来说仍

是考验，而公司股价连续大跌的背后，是

市场对南极电商财务造假的质疑。

IPG 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在回

复《企业观察报》时介绍，虽然财务造假

事件还没有得到证监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认

定，但是市场对南极电商的质疑和怀疑可

能一直在持续，因此就造成了此次股价的

闪崩。

财务造假 疑云未解

对南极电商财务造假的质疑，似乎从

来没有停止过。两年前，兴业证券就发布

过一份名叫《盈余管理和盈余操纵的界定

和识别》的报告。

报告显示，在“体外循环造假的识别”

分析中，报告指出 XX 电商（南极电商）

存在造假的六大疑点，分别是净利率非常

高而无明显壁垒；无明显的竞争对手；非

常轻资产的运营模式；财务数据质量差，

应收账款、经营规模翻倍增长；员工数量

反而下降；供应商和客户高度重叠。

这份报告还称，比较 2015-2017 年的

数据，XX 电商通过税务角度计算的公司

当年应缴纳的增值税金额，远远低于通过

财报角度季度的增值税金额；前五大客户

和前五大供应商却高度重叠；实际控制人

无其他体外业务，却频繁进行股权质押，

实控人第一笔股权质押（2016-03-22）发

生于借壳上市之后不到半个月（2016 年 3

月 7 日借壳上市）。

一位从事多年审计工作的人士称，客

户和供应商高度重叠的确是体外循环造假

的可疑迹象，资金流出再流入，销售额就

可以被做大。不过，一般还需要其他证据

相互佐证，才能判断出公司是否循环造假。

据业内人士表示，在经营管理比较

规范的情况下，销售类公司的净利润率

大概在 5% 左右，有品牌的公司净利润率

在 10% 左右，纯服务业的公司净利润率在

20% 左右。

而南极电商在 2015-2019 年间的营

业净利润率分别高达 44.26%、58.17%、

54.33%、26.46% 和 30.87%，远超行业平

均水准。

对此，南极电商的解释为，公司并不

采购和销售相关的产品，而是根据公司提

供的品牌授权服务和产业链服务收取品牌

综合服务费和经销商品牌授权费，其中品

牌综合服务费以商品出厂价为基础收取，

约占比 GMV 销售额的 3%-6% 左右。这种

业务模式下，公司确认的收入规模相对偏

小，没有销货成本和库存成本，因此利润

率相对偏高。

此外，该研究报告还提出了对南极电

商应收账款的质疑。纯电商公司的应收账

款余额一般占年销售额的 2%-5%；线下

销售的企业应收账款余额占年销售额的

20%-30% 左右。

但南极电商在 2015—2019 年的应收账

款余额分别为2.8亿元、3.06亿元、5.08亿元、

7.25亿元、7.90亿元，占当年营收（3.89元、

5.21亿元、9.86亿元、33.5亿元、39.1亿元）

比 重 分 别 为 72%、59%、52%、22%、

20%。

显然，从这个数据的比对来看，南极

电商的应收账款也大大高于行业水准。

对南极电商的质疑不只有财务造假的

问题。2020 年 6 月底，市场关注到了南

极电商存在的众多疑云：多家南极人重量

级店铺不停更换经营者；公司上下游供货

商、经销商之间有难以解释的资金往来，

以及明显的人事关联等。

商业模式 品控警报

南极人成立于 1998 年，起初以保暖

内衣起家，2015 年，南极人改名南极电商

并借壳新民科技上市。

上市之前，南极电商将旗下实体业务

剥离，关闭工厂，裁撤生产线和销售端，

仅保留“南极人”这个品牌进行品牌授权

的商业模式。

该模式是指南极电商会根据不同产

品、不同经销商收取不同的授权费，而

这个授权费，主要按照经销商卖出产

品所实现的营业收入来计算，大概在

靠贴牌加盟费上市的南极电商或遭退市危机

■  作者 詹碧华 3%-6% 之间。

在这种模式下，南极电商授权的经销

商越多，产品卖得越多，南极电商赚得就

越多。

虽然通过品牌授权与电商的服务业

务，南极电商形成了自身闭环，但同时，

南极人对经销商的粗放式管理，让商品的

质量越来越差，口碑也越来越差。

南极电商对于产品几乎没有要求，只

要给了钱都能够贴牌，以至于消费者常戏

称“万物皆可南极人”。

有业内人士认为，南极人授权卖吊牌

的模式，实际上是在不断透支品牌的内在

影响力和品牌的长期价值，这对于一家已

经非常有名的品牌厂商来说，无疑是一种

竭泽而渔的做法。

2018 年以来，南极电商旗下品牌屡次

登上国家质监部门及地方消费者协会的不

合格产品黑名单，总共登上国家质监部门

及消费者协会黑名单 14 次，商品品类从

内衣、棉服、卷发器到按摩棒不一而足。

南极电商在消费者中的口碑也广受诟

病。截至 1 月 12 日，黑猫投诉平台上显

示，南极人的投诉量多达 170 件，“虚假

宣传”“假货”“质量差”等关键词频繁

出现。

业内人士向《企业观察报》表示，南

极电商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廉价的贴牌加

盟费上市，贴牌的收入也难以为继，在这

样竞争激烈的电商市场上，很难有突破的

机会，退市是唯一的出路，吃老本、不创

新、走老路的公司，不会被看好的。

南极电商的失败之处还在于其墨守成

规、不去创新。2019 年南极电商的研发费

用仅为 4330 万，是营业总成本的 1.6%，

这势必让南极电商的路越走越窄。资本市

场是最真实的。未来南极电商还能坚持多

久？市场会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