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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华百货 60078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宝生 李丹 

电话 0951-6071161 0951-6071161 

传真 0951-6071161 0951-6071161 

电子信箱 LBS99@vip.163.com lidan8328@126.com 

 

1.6 本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5 年中国经济处于结构化调整和发展转型的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不断放缓，受经济低迷

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因素的影响，消费市场整体面临增长乏力，行业发展不景气，竞争加剧等

困难，加之居民消费意愿和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行业增长压力较大，形势比较严峻。公司

从事商业零售业务，主营业态涉及百货商场、超市连锁、电器连锁等。公司三业态共 242 家实体

经营店铺分布于宁夏主要城市核心商圈及宁夏周边省份，是宁夏地区最大的商业零售企业。公司



业务受经济放缓、渠道竞争激烈及刚性费用上升的影响，发展状况不理想。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有

效应用，零售行业发展的商业模式也在做出积极有效的转型，同时行业发展也在逐步回归商业本

质，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特色化的消费需求及不断延伸的服务内涵，是行业阶段性发展的趋势。

宁夏地区作为公司零售业务的主导区域，百货、超市、电器三业态面临包括万达百货、国芳百货、

华润万家、北京华联、苏宁电器等在内的竞争者，公司凭借门店数量规模，采购、物流及科学合

理的营销策略实施等有利因素，充分发挥出多业态、多店铺协同联动经营效应，综合经营优势相

对明显，但随着竞争者的不断加入，已有优势有弱化的趋势。公司新成立子公司甘肃物美新百及

陕西物美新百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新开经营网点培育时间延长，培育期成本增加，报告期内尚

未实现盈利；公司子公司青海新百经过实施较大力度的经营调整，减亏趋势明显，经营效果得到

改善，但由于受所处市场经营环境、财务费用和固定成本金额较大等因素影响，仍处于亏损状态。

公司超市业态新开店投资项目均处于培育期，原有门店面临竞争及成本费用上涨的压力，报告期

内净利润有较大下滑。公司实施集团化管理模式，对采购、销售、营销、人力资源及财务等环节

实行集中管理，通过对经销商品的集中采购，最大限度降低了商品的采购成本；公司商品销售以

自营和联营及代销经营模式为主，同时建立较为完备的物流配送体系，能够充分满足公司各业态

对物流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94.37%，租赁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5.63%；其中各业态销售占比结构中，超市业态销售收入占比 42.77%、百货业态销售收入占比

35.46%、电器连锁销售收入占比 21.77%。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4,353,094,644.28 3,958,353,611.21 9.97 4,035,493,332.77 

营业收入 7,403,996,826.78 6,817,544,648.59 8.60 6,605,496,844.6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6,727,811.18 193,920,860.08 -29.49 188,937,289.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6,520,690.51 141,922,751.61 -3.81 185,675,372.3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55,658,155.33 1,718,930,344.15 7.95 1,577,692,365.2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3,091,548.52 131,574,035.14 16.35 219,226,498.41 

期末总股本 225,631,280.00 225,631,280.00   207,431,28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87 -29.89 0.9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87 -29.89 0.9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65 11.45 减少3.80个百分

点 

12.22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141,791,027.26 1,634,950,071.24 1,699,495,354.71 1,927,760,37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0,039,437.59 43,499,559.98 11,104,557.13 2,084,25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79,252,381.63 43,013,767.25 10,673,947.20 3,580,59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0,854,399.55 -142,812,128.42 50,605,182.22 144,444,095.17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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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8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664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物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9,069,437 69,785,145 30.93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宝银创赢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宝

银创赢最具巴

菲特潜力对冲

基金 3期 

65,325,696 65,325,696 28.95 0 质押 51,000,000 其他 

银川市东桥家

电有限公司 

0 13,750,000 6.09 13,750,000 质押 3,5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安庆聚德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0 13,440,000 5.96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曾少玉 3,828,977 3,828,977 1.70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兆赢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最

具巴菲特潜力

500倍基金 3期

对冲基金 

2,771,246 2,771,246 1.23 0 无   其他 

上海宝银创赢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宝

银创赢最具巴

菲特潜力对冲

基金 16期 

2,600,050 2,600,050 1.15 0 无   其他 

梁庆 0 2,600,000 1.15 2,600,000 质押 2,6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宁夏通信服务

公司 

0 2,520,000 1.12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王春华 0 1,850,000 0.82 1,85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无关

联关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2、公司股东梁庆先生持有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

司 66.67%的股权，系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3、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通过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书》而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4、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落实各项重点工作，坚定实施走出宁夏以西北市场作为公司未来发展方

向的战略目标，不断增加新华百货在西北市场的门店数，持续提升公司竞争实力，公司三业态新

开各类店铺 31 家，同时通过门店经营定位的不断调整、商品品类的优化以及不断创新营销模式，

促进了整体收入的稳步增长。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0,399.68 万元，同比增长 8.60%；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72.78 万元，同比下降 29.4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同比下

降 3.81%），各业态经营情况如下：1、公司百货业态通过细化各店铺的分类管理及各品类商品的

优化调整，积极拓展渠道，勇于尝试与突破，积极开拓新型营销模式，以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变化,

开展“购物季”、“周年庆”、“VIP 答谢会”等特色营销活动，加强与其他业态间的互动营销，不

断提升服务水平，积极推动与新兴营销平台的合作，创新营销模式，在拉动销售增长的同时，强

化了公司百货业态的品牌影响力；报告期内，子公司青海新百通过较大力度的经营定位调整，年

度内减亏效果明显；以“潮时尚，悦生活”为经营主题的鼓楼 CCmall 店于第四季度盛大开业，该

店的经营集购物、餐饮、娱乐及休闲于一体，突出年轻、时尚潮流的特色，该店后续将为公司百

货业态的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动力。报告期内，公司百货业态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7,772.94 万元，

与去年相比略有增长。 2、公司超市业态通过实施整体架构的调整、加强预算指标的达成及库存

分类管理，全面启动自动补货系统及 U 课上线创新变革，实现了库存结构的合理化管理，同时各

商圈店铺通过细分顾客群体，精准定位门店的商品结构，以满足消费者实际需求为着眼点，积极

抢占市场，不断提升店铺的聚客能力和盈利能力。大卖场实施老店升级改造，新开店标准提升经

营策略，生活超市深化服务体验领先，迎合顾客需求并注重商品品质的提升，积极创建新百连超

线上销售站点，满足顾客方便快捷购物的需要；便利店以“距离的便利性、时间的便利性、服务

的便利性”为主导经营思路，延伸门店服务内容，提升顾客认可度。报告期内，公司超市业态新

开包括靖边康隆广场店在内的大卖场 4 家，生活超市 8 家，便利店 12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8,145.91 万元，同比增长 15.27%。 3、公司电器业态以加强店面管理、商品管理、营销管理以

及服务管理为重点，通过创新营销模式和调整销售结构来确保收入的达成和毛利的提升，通过优

化流程来实现综合成本的有效降低，实施营采销一体化经营策略和调整零售采购中心的管理架构，

调整销售结构以及独家包销区域高毛利机型等一系列举措，经营效果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

电器业态新开电器卖场 6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2,108.83 万元，同比增长 6.67%。4、报告期内，

公司新百现代物流在物流工程项目整体完工的基础上，紧抓发展先机，在满足集团内物流配送需

求的同时，与近两百多家供应商签订直流配送合同，直流配送业务适时上线，形成集仓储配送、

直流分拣业务、包装为一体的综合物流体系，依托 SAP、EWM 供应链等管理系统的支持，积极打

造新百物流仓储配送品牌，成为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商品物流配送供应流通枢纽中心。全年共完

成内部及外部各类货物配送量达 78,785.52 万元，同比增长 43.25%。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对母公司存货的计价方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由“先进先出法”变更为“移动加权平均法”。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进行的会计政

策变更，能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执行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级次 公司名称 简称 变化情况 

三级 榆林物美新百超市有限公司 榆林超市 新增 

二级 宁夏东桥投资有限公司 东桥投资 新增 

二级 宁夏纽泰科学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纽泰器材 新增 

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投资新设增加榆林物美新百超市有限公司，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宁

夏东桥投资有限公司、宁夏纽泰科学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本年因宁夏新东美电器有限公司注销，合并范围因此减少该公司。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曲奎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 年 2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