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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778                                                  公司简称：友好集团 

 

新疆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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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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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好集团 600778 新疆友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亮 雷猛 

电话 0991-4553700 0991-4552701 

传真 0991-4815090 0991-4815090 

电子信箱 yhjt600778@163.com yhjt600778@163.com 

 

1.6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如下：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15 年度（母公司报表）实现净利润为 24,282,849.95 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685,760,465.60 元，减去 2015 年度内派发的 2014 年度现金股利 28,034,221.68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2,428,284.99 元，2015 年

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79,580,808.88 元。出于对公司现阶段经营发展状况、所处行业特点及

盈利水平等因素的考虑，由于目前公司正处于经营发展转型成长关键时期，需要较大数额的运营

资金支持，经审慎研究决定，公司拟 201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该预案尚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1 公司的主营业务 

1、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商业零售业务，经营业态包括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大型综合超市、标准超

市、超市便利店等。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公司旗下拥有 18 家百货商场及购物中心（其中包含 16

家友好超市、15 家电器卖场、13 家美食美尚餐饮连锁广场）、22 家友好超市独立店，分布在以首

府乌鲁木齐市为核心的新疆多个地州城市。通过百货、超市、电器、餐饮、文化娱乐等多种业态



2 
 

的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持续扩大商业规模，壮大网点和业态分布，综合经济实力连年名列新疆

商业流通领域首位。（上述数据中含友好百盛、天百名店） 

2、公司经营模式以联营为主，自营和租赁为辅。公司目前联营模式所涉及的商品品类主要有：部

分男女服装、鞋帽、箱包、婴童服饰用品、家居用品、针织床品、玩具、珠宝饰品、钟表眼镜、

部分化妆品、部分家用电器等；自营模式所涉及的商品品类主要有：部分化妆品、部分男女服装、

部分家用电器、部分生鲜、食品和日用品等；租赁模式所涉及的项目主要是餐饮、儿童游乐、文

化教育、娱乐休闲、少部分百货及杂货等。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与大批经验丰富、具备实力的

供应商和商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积累了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2.2 报告期内行业发展情况 

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加之电商崛起带来的冲击，国内百货零售行业整

体销售规模及利润增速同比均持续下降。新的市场环境下顾客消费日趋理性，传统百货的营销模

式已无法满足消费者多元的消费需求，传统百货门店的转型升级仍是零售行业在逆势中求得发展

的主线。 

近年来，中国商业零售行业呈现出以购物中心、连锁超市为主体以及新型业态崛起、多业态并存

的状态。目前零售行业现状如下：①百货业态面临创新和转型的巨大压力，中国一、二线城市的

百货业发展已经趋于饱和，百货店趋同现象严重。但趋同现象也驱使百货业态从低级竞争走向高

级竞争，从特色竞争走向个性竞争。部分百货店逐步向专业百货、主题百货发展，侧重品类经营，

专门为特定目标顾客提供全方位服务，形成综合百货与专业百货、主题百货的结合，另有部分体

量较大的百货店尝试进行购物中心化改造。②超市业态处于加速变革中。受成本快速上涨及电商

冲击，大中型综合超市经营面临巨大压力，纷纷加速调整：部分高端商业中心出现主题化和特色

化的类型超市，如进口商品超市、生鲜超市、化妆品超市和书店主题超市等；城市新区和社区的

商业中心、中小型超市开始呈现蓬勃生机；连锁便利店发展迅速，收入和利润持续增长，也成为

超市业态转型的主要方向。③传统零售业态遭遇电商颠覆性的挑战。网络购物模式已逐渐转变为

新兴消费模式，与传统消费模式并驾齐驱，与此同时网络购物有着传统消费所不可比拟的时间、

价格、空间、选择范围等优势。从未来发展的预期看，伴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和购买力的提升，线

上消费潜力还将持续释放，电商企业的发展势头旺盛，网络购物供给能力逐步增长，服务水平持

续深化，这些都将有力地创造电商销售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推动网络购物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持续

快速的增长。④购物中心正在从大而全的模式转向主题化、精细化，并正在由一线发达城市向二、

三线城市普及，城市型购物中心是国内购物中心目前开发的主流。购物中心业态发展趋势是多元

化、主题化、休闲化，一、二线城市成熟商圈中的购物中心多以年轻时尚或高档精品主题来操作，

而城市新兴商圈或郊区中的购物中心项目则多以生活配套、家庭娱乐的主题来操作。购物中心在

面对电商的强力冲击时，需要着力在“一站式服务”和“体验”上挖掘潜力。 

2.3 公司行业地位及市场竞争格局 

本公司作为疆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商业零售企业，多年来在疆内同行业企业中处于龙头地位。自

2007 年 9 月至今，公司经营规模从仅有 2 家位于乌市的百货门店发展至今战略布点已拓展至疆内

11 个城市拥有 18 家百货商场及购物中心、22 家友好超市独立店。随着商业版图的快速扩张，公

司在区域内的规模竞争优势明显，但运营成本也随之加大，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持续承压。近年来，

受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行业竞争加剧及电商冲击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公司已有的成熟门店

利润下滑，新拓门店培育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延长；加之区域内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本土竞争对

手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即将成为继本公司之后的新疆第二家百货零售上市企业，区域

内零售业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面对行业变革与竞争，2015 年公司加大力度开展业态转型和调

整工作，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业态结构，并积极开展资产经营，以应对市场和行业的发展变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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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0,392,002.05 7,845,126,328.01 -7.84 7,611,804,235.76 

营业收入 6,538,699,118.98 8,276,540,557.12 -21.00 9,601,863,39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98,253.63 91,888,446.86 -83.35 291,843,04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85,549,149.88 41,555,451.13 -787.15 224,661,97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98,358,353.53 1,717,823,449.13 -6.95 1,663,552,63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4,915,653.44 976,752,114.97 -53.43 717,145,545.49 

期末总股本 311,491,352.00 311,491,352.00 0 311,491,35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1 0.2950 -83.36 0.93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1 0.2950 -83.36 0.93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5.52 减少4.62个百

分点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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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7,649,231.25 1,486,060,200.70 1,718,254,902.46 1,686,734,78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58,946.01 50,653,123.41 -39,907,263.17 -32,406,55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5,913,921.67 -64,416,902.48 -47,670,671.75 -147,547,65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9,300.14 -155,033,575.63 253,280,483.79 358,208,045.42 

注：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第四季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系

①为刺激销售，扩大市场份额，公司四季度开展活动力度较大的会员专场活动影响当期利润 0.88

亿元；②新增的昌吉友好时尚购物中心和五家渠友好时尚购物中心增加公司该季度费用支出 0.3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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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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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50,305,853 50,305,853 16.15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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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 

-50,211,573 16,987,732 5.45 0 无   国家 

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0 14,170,000 4.55 0 无   国家 

吕良丰 2,787,101 2,787,101 0.8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喻民 2,620,420 2,620,420 0.84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朱瑞 1,895,930 1,895,930 0.6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0 1,886,059 0.61 0 无   国有法

人 

李文英 1,628,701 1,628,701 0.5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巩和国 1,550,000 1,550,000 0.5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屈庆国 1,400,300 1,400,300 0.4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中，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均为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未知其他前十名

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18日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企业名称变更手续。截止本报告期末，该公司尚

未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名称变更。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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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不适用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6.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3,869.9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1 %；实现营业利润-1,049.31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02.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9.83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83.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8,554.91 万元，较去年同期

下降 787.15%。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①公司控股子公司汇友房地产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大幅下降；②公司新拓门店费用支出及各项成本增加；③受市场大环境影响，新拓门店培育

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延长，已有成熟门店利润较前期有所下滑。 

6.2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提示 

1、本报告期公司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投资收益，将持有的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全部售出取得投资收益 18,697.64 万元，占本公司净利润的比重为 1,222.20%，不具有持续

性。 

2、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汇友房地产公司收到政府返还的企业财政扶持资金 17,878.11 万元

计入该公司营业外收入，该部分营业外收入为本公司贡献净利润 8,939.05 万元，占本公司净利润

的比重为 584.32%，不具有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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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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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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5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8 户，详见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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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