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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17-28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百集团 股票代码 0007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晓红 陈雯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

湾大道 65-71号汇丰企业总部 8 号楼

B 座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

湾大道 65-71 号汇丰企业总部 8 号楼

B 座 

电话 027-83832006 027-82832006 

电子信箱 whzbyxh@sina.com whzbcw@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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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1,647,170.39 8,023,275,525.32 -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211,152.14 -62,455,623.56 3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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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060,701.79 -81,604,227.72 8.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0,333,304.02 350,005,711.25 2.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9 318.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9 318.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8% -2.13% 增长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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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317,693.52 9,084,610,858.62 -1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56,089,830.15 2,975,433,120.56 2.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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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 123,067,656 64,741 质押 40,58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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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86% 94,413,027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23% 42,407,628  质押 42,400,000 

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34,042,125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9% 33,95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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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19,999,9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1.76% 11,999,967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

品 
其他 1.74% 11,852,46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1.52% 10,38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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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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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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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

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4 个

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 0.1 个百分点。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1.0%，比上

月加快 0.3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93%。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居

民收入稳定增长，零售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零售企业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7.6%和 6.6%，较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7.8 和 14.3 个百分点，回暖态势凸显。上半年，公司围绕

“提质增效”的工作主题，坚定不移推进了变革转型调整，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整体销售

降幅已有收窄，便利店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企业经营能力有所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02亿元，同比下降4.01%；利润总额1.47亿元，同比增长

370.1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36亿元，同比增长318.09%。 

从区域分布看，湖北省市场实现营业收入75.55亿元，同比下降3.82%，占公司总营业收

入的98.10%；重庆市场实现营业收入1.46亿元，同比下降12.71%，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1.90%。 

从业态划分看，超市实现营业收入71.28亿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92.55%；百货实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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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5.34亿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6.93%。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连锁网点达到1057家，其中，中百仓储超市178家（武汉市内73家、

市外湖北省内74家、重庆市31家）；中百便民超市850家（中百罗森便利店116家，邻里生鲜

绿标店34家），其中加盟店97家（中百罗森加盟店55家，好邦加盟店42家）；中百百货店11

家；中百电器门店18家。 

报告期，公司所做的主要工作如下： 

1、积极推进了连锁超市的持续发展。稳步发展仓储超市，加大网点选点力度，完成15

家网点选点评估，与绿地、万科、恒大等优质开发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快发展中百罗森

便利店，采取直营店与加盟店并举的发展模式，迈入便利店连锁经营发展的快车道。1-6月，

新增中百仓储卖场1家，中百超市14家，中百罗森便利店68家。 

2、强化调整升级，促进单店经营业绩提升。仓储公司以强化大卖场“店中店”为主导，加

大经营调整和租赁招商力度，加强战略联盟商户发展，新增战略合作意向商户36家。上半年

新增全球商品直销中心会员店8家，增设小百零食屋17家。加快推进减租降租谈判，完成多家

门店降租工作，大卖场租赁费呈现下降。上半年，仓储大卖场生鲜改造已经全部完成，生鲜

类别销售同比增长11.42%，毛利额同比增长29.54%。重庆公司加大经营调整力度，上半年同

比减少亏损约300万元。超市公司以中百超市现有门店为基础，升级调整扩大生鲜经营面积，

加快打造邻里生鲜绿标店，上半年新增及改造绿标店13家，现有34家绿标店销售同比增长

35.43%，毛利额同比增长36.85%。 

3、推进了供应链优化建设。加大商品结构调整，推进“减品瘦身”和新品引进，1-6月

两家超市公司淘汰商品4005个。加快对缺失品类、网红商品、知名品牌新品的引进，共引进

新品3996个。加大与永辉的联合直采，上半年直采金额1.019亿元，同比增长248.9%。推进供

应链去小型化和扁平化工作，淘汰年销售额较小的供应商，对销售贡献大、市场口碑好的品

牌启动直营谈判，推进老品合作模式转换试点和新品合作模式创新，提升毛利率水平。 

4、加大了百货店经营调整力度。坚持“一店一策”，将仙桃百货卖场进行调整转型，与知

名家居品牌欧亚达合作，改造成为仙桃市最大的家具商城。完成了随州购物中心资产重组工

作，与物业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经营，实现当期减亏。建立总部精简高效、门店经营灵

活的运行机制，重点以利润考核为导向，完善激励机制，增强门店主导权，激活门店经营。 

5、加大费用管控力度。扎实推进“节费降耗，提质增效”工作的落实，实施百货店和大卖

场的节能技术改造，推进灯具和设施设备的节能新技术应用，卖场节电效果明显，电费同比

呈现下降。上半年，公司加大还款力度，财务费用降幅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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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加大推行“时薪制”，通过优化节假日经营重点时段、重点岗位的

用工配置，推进门店全员收银，清退非全日制工等措施，节约用工成本，上半年公司人均劳

效较同期提高4.18%。积极探索“合伙人”制度，仓储公司完成区域、门店新合伙制考核方案，

以漫时区店为试点，导入永辉全合伙制方案，全面激发员工提升劳效。超市公司加大合伙经

营改革力度，新增38家门店转为合伙制经营，合伙制门店达到128家。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10 家，详见半年报财务报告（十）1。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半年报财务报告（九）。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张锦松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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