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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6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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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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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百股份 股票代码 00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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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华东 李亚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11 楼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11 楼 

电话 020-83322348 020-83322348 

电子信箱 grandbuyoffice@163.com grandbuyoffice@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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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9,907,383.27 3,521,967,084.16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619,729.57 89,435,572.38 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6,604,938.68 87,174,877.49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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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834,151.83 -64,514,389.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0 0.260 1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0 0.26 1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3.51%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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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8,192,374.09 4,223,702,897.09 -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70,231,109.44 2,575,338,150.27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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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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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百货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23% 182,276,438 0   

广州市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 10,800,000 0 质押 4,800,000 

广州岭南集团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8% 8,153,999 0   

广州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0% 7,200,000 0   

李亨堃 境内自然人 1.70% 5,820,428 0   

陈建锋 境内自然人 1.47% 5,019,99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8% 3,711,500 0   

上海舜淮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3,150,000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3% 2,483,955 0   

福建道冲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道冲补天 1

号私募基金 

其他 0.66% 2,271,74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州市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是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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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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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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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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5000家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4.4%。从业态来看，上半年专业店、

百货店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5.6%和1.3%。百货零售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零售企业继续面临较大的调整压

力，零售行业整体仍处于创新转型期。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以“深化改革、创新引领”为工作主

线，围绕重点工作目标，聚焦新零售建设，追求发展突破、追求模式创新、追求线上线下融合、追求深化改革、追求管理提

升，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工作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40亿元，同比下降2.3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9,762万元，同比上升9.15%。报告期内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加快调整释放内生增长新活力 

    一是积极推进门店结构优化调整适应新消费需求。以百货店购物中心化为思路，丰富非商品体验元素为着力点，逐步加

快经营结构调整，提升顾客体验。上半年，对14间门店进行调整。百货类共引进品牌121个，淘汰滞销品牌133个，调整专柜

45个。新引进教育、美容美发、时尚餐饮、电影院、家居馆等业态经营品牌20个，进一步提升门店聚客吸客能力。 

    二是积极开展多元化主题营销提升业绩。主动出击，打造不同主题营销活动引爆消费热点。上半年，公司举办24场大型

促销，各类个性化促销活动共316场。联袂南湖国旅跨界打造旅游节，延续多元消费“百货+”营销模式；携手广东银联公司开

展“银联钱包”儿童节6.2折促销效果显著，优惠券回笼率仍占全市百货商户之首。                    

    三是积极拓展新业务模式拉动销售增长。以“勤进快销、优品带动”为思路，深耕买手制业务。继广百黄金自有品牌后，

再创自有品牌“广百月饼”提升利润空间，并精心策划上市推广计划；成立了母婴馆筹备组，以“青木河”产品为载体，计划在

托管企业妇儿公司试点开出母婴馆后复制实现连锁化；电器公司努力探索建立和打造“电器+”商业模式，创新进行电器O2O

网点发展规划。                

    （二）拓展外延项目打造发展新引擎 

    一是竭力拓展百货店和社区超市店。5月26日，茂名东汇城顺利开业，粤西板块再添一子。广百超市认真总结社区超市

的经营模式，6月16日在江湾东开店，为拓展社区专业店连锁业态积累了经验。                                               

    二是竭力推进金沙洲广百广场项目和新翼负层开业。各线合力推进金沙洲广百广场项目筹备开业，初步完成了金沙洲广

百广场项目的经营规划及重点客户的招商工作。按时按质完成了金沙洲广百广场项目设计、工程招投标等工作。完成新翼负

层工程建设工作，正全力配合消防验收，争取早日开业，营造新经营亮点。    

    三是竭力加快收并购整合工作。持续挖掘新项目，跟进重点项目。对托管的妇儿公司从物业改造、信息化建设、经营规

划，人员架构设置等作了升级和优化，全面提升经营管理能力。         

     四是竭力挖掘储备发展网点。稳步推进清远项目，紧密与业主方磋商合作条件，争取实现双方早日签订合同；抓紧其他

网点项目的洽谈并形成考察报告，挖掘大项目合作机会。                 

    （三）应用新技术激发转型新动能   

    一是着力打造新零售平台实现服务升级。完成广百荟APP移动平台上线和广百荟电器、超市等频道线上线下融合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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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双线营运一体化技术改造，为消费者随时随地购物、咨询，服务等打开了线上方便之门，致力全方位提升顾客购物服

务新体验。 

    二是着力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紧抓广百荟电器频道上线契机，举办开业大型促销；推出首个线上特色馆肇庆店端

午节专版。各门店加大电子会员推广宣传力度，在会员日和促销活动中有效运用线上线下营销推广工具，大力推进会员营销

的双线融合。   

    三是着力推广专柜收款落地应用。通过实地考察、调研，结合企业实际优化专柜收款操作标准，完善专柜收款的管控办

法。 

    四是着力搭建经营分析标准体系。认真研究有效的数据模块，提出搭建多维度变量的数据分析模型方案，为完成数据分

析系统及实现精准营销打下坚实基础。       

    上半年，公司在2016年中国连锁百强中排名58位，荣获信息时报主办“中国力量——2016年度中国时尚产业总评榜的杰

出贡献企业奖”、2016年度广东省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2016年度广东十佳连锁经营企业，顺利通过ISO质量、环境体系

认证年度监督考核；新大新北京路店荣获“2016年度越秀区群众治安保卫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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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适用于2017

年1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及子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本报告期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

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比

较数据不予调整。 

1. 该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

影响，对公司当年净资产和净利润不

产生影响； 

2. 该变更对自2017年1月1日起发生的

相关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不涉及以

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报告期公司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之外，其他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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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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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2家子公司：广州市广百新一城广场商贸有限公司和茂名广百百货有限公司，均为本期新设子公司。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华俊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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