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19-17 

 

 

 

 

 

 

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19 年 4 月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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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锦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蓓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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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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5,640,281.84 4,346,647,470.02 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625,644.95 18,135,463.78 4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751,380.09 17,759,127.54 6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4,713,177.42 594,295,840.82 -2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46.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46.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0.60% 增长 0.1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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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9,740,401.22 8,003,960,942.59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14,840,082.81 3,388,214,437.86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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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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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3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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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433.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59,533.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9,832.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8,885.70 

合计 -2,125,7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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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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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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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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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7% 136,684,090 64,741 质押 40,585,387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2% 102,284,543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3% 94,853,195  质押 40,585,387 

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4% 67,016,493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5% 40,528,928  冻结 40,528,928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34,051,09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2.35% 15,999,860    

长江证券－工商银行－长江证券超

越理财宝 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3% 10,396,700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6,296,831    

吴学群 境内自然人 0.81% 5,524,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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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6,619,349 人民币普通股 136,619,349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102,284,543 人民币普通股 102,284,543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4,853,195 人民币普通股 94,853,195 

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67,016,493 人民币普通股 67,016,493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528,928 人民币普通股 40,528,928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34,051,090 人民币普通股 34,051,09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5,999,860 人民币普通股 15,999,860 

长江证券－工商银行－长江证券超越理财 10,39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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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296,831 人民币普通股 6,296,831 

吴学群 5,524,694 人民币普通股 5,524,6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东同为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永辉物流

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注：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40,585,387 股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本次质押期限从股权质押登记日起至

武汉商联集团和华汉投资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至 2018 年 10 月 11 日，新光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42,407,628 股。该公司将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42,400,000 股质押给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违约，信达证券累计处

置股票 1,878,700 股，从而导致新光集团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截止报告期末，新光集团所持的本公司

40,528,928 股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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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连锁网点达到 1268 家，其中，中百仓储超市 182 家（武汉市内 79

家、市外湖北省内 71 家、重庆市 32 家）；中百超市 744 家；中百罗森便利店 316 家；中百

百货店 9 家；中百电器门店 17 家。 

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4.16 亿元，同比增长 1.5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62.56 万元，同比增长 46.82%。 

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

度% 
说明 

货币资金 1,673,598,774.17 1,278,036,973.91 30.95 元旦春节销售旺季后资金增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2,888,578.71 80,866,873.71 51.96 
大客户团购及第三方支付应收销售款增

加 

存货 1,188,218,641.25 1,343,933,959.26 -11.59 
年末因元旦春节备货，节后库存回归正

常水平 

其他流动资产 12,320,394.67 17,601,716.36 -30.00 增值税留抵税额及预缴税款余额减少 

应交税费 118,271,488.67 254,800,727.31 -53.58 
期初含珞狮路拆迁补偿收入对应的应纳

企业所得税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季度 2018年1季度 
增减幅

度% 
说    明 

财务费用 3,755,158.64 12,434,566.64 -69.80 短期借款较同期少，利息费用减少 

利润总额 37,891,670.89 29,002,796.01 30.65 主要是本期销售增长，毛利额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季度 2018年1季度 
增减幅

度% 
说    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4,713,177.42 594,295,840.82 -26.85 

本期缴纳珞狮路拆迁补偿收入的应纳企

业所得税，使得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较

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2,447,663.85 366,455,243.75 -141.60 

同期有收到珞狮路拆迁补偿资金，本期

无大额投资资金流入，因此投资活动现

金流净额较同期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3,296,286.70 -258,214,643.31 143.88 

本期有新增贷款，而同期无；并且本期

归还贷款金额少于同期，所以筹资活动

现金流净额较同期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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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接到股东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人”）书面通知，被

告知：收购人拟通过要约收购的方式将其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的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比例从目前 29.86%提高至最多不超过 40%。2019 年 4 月 11 日，公司接到收购人《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并予以公告。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重要申明：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要

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后续将刊登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本次要约收购尚需完成经营者集中申报及反垄断审

查，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3 月 29 日 
公告编号 2019-12，刊登在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

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4 月 12 日 

公告编号 2019-13，刊登在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2019 年 04 月 12 日 刊登在巨潮网（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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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武汉商联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维持在股权分置改革时

所做出的股权激励承诺，

待中百集团业绩达到规

定条件时积极推动其股

权激励工作，力争 5 年内

实施中百集团管理层股

权激励计划。 

2017 年 04 月 5 年内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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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武汉商联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同业竞争

方面承诺 

争取在 5 年之内，采取多

种方法逐步解决武商集

团、中百集团和武汉中商

三家上市公司的同业竞

争问题。 

2014 年 07 月 5 年内 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注：公司于 2017 年 4 月收到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商联”）《关于变更承诺的

函》。武商联对本公司所做的股权激励承诺将于 2017 年 7 月到期，根据本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武商联认

为目前并不具备实施股权激励的条件，拟变更相关承诺。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第 4 号监管指引”）的相关规定，

2017 年 4 月 26 日和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承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承诺的公告》（公告号：2017-17）。 

四、对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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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200.00 -- 4,600.00 45,909.90 下降 -93.03% -- -89.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 0.07 0.67 下降 -93.03% -- -8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万元） 
3,800.00  4,800.00 3671.67 增长 3.50%  30.73% 

业绩预告的说明 

去年同期子公司中百仓储珞狮路卖场被政府征收获得拆迁补偿取

得净利润 4.29 亿元。本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预计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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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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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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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张锦松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