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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9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公告编号：2017-038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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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未提出异议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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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程控股 股票代码 0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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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格艺 文启明 

办公地址 长沙市劳动西路 589 号 长沙市劳动西路 589 号 

电话 0731-85534994 0731-85534994 

电子信箱 gege1608@126.com wqm0708@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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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154,910.55 1,884,963,220.42 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170,565.86 74,818,278.24 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3,101,459.08 63,882,026.42 1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921,691.51 -70,602,602.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75 0.1376 7.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75 0.1376 7.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4% 3.98%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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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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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360,479.11 3,977,588,763.73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26,354,591.41 1,946,184,025.55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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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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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通程实业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33% 240,972,484  质押 77,000,000 

熊德宏 境内自然人 1.67% 9,057,078    

湖南天辰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4% 7,305,090    

湖南星电建设

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 5,887,499    

朱小妹 境内自然人 1.04% 5,652,367    

李志鹤 境内自然人 1.03% 5,584,544    

李怡名 境内自然人 0.93% 5,032,884    

丁碧霞 境内自然人 0.88% 4,782,107    

陶美英 境内自然人 0.71% 3,856,880    

长沙水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9% 3,748,2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法人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流通股东与其他股东之

间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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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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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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和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国民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1--6月份，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72,36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增速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 点；商品零售 153,822 亿

元，增长 10.3％。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3.1%，增速相比上年同期提升了 6.3 个百分点。从上

半年各主要品类商品销售情况来看，表现均好于上年同期水平。总体来看，2017 年上半年实体零售业态有所回暖，呈现一

定程度的增长；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互补、多业态跨界发展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推广仍然是零售企业创新转型的主要发展方

向。  

    报告期内，公司在抓经营、促销售的同时，各业态、各部门以公司年初提出的“立足三定，推进三改，着力三精，实现

三成”的方针为指南，以充分的科学性和适应性为原则，根据新的消费需求和市场状况，各自进行了更为清晰的定位，并着

力展开制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确保了报告期内经营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196,715.4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17.0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7.15%。 

    报告期内，商业板块以门店的结构优化和经营定位调整、商品的品类开发、营销的创新突破为抓手，在力保增长的同时

着力调整，为实现新的经营突破奠定了基础。其中，百货事业部以遵循“一店一策”的经营理念，对麓山店、星沙店两个主

力门店及东塘店、韶山路店、永安店三个压力门店作了经营调整，并开始启动调改方案；电器事业部也狠抓营销突破，关闭

无效店、完成了8家门店的升级调整改造，并加大电器新品类的引进开发，自建了3C智汇馆、品味家居生活馆，着力电器经

营的创新；超市事业部也重新进行了精准定位，开始门店的有效调整。电商公司完成了通程溯源体系的上线和线上部分农产

品的溯源落地，在探索线上商品的质量控制及风险控制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酒店板块着重围绕公司新的定位要求和行业趋势，对酒店管理公司和各成员酒店进行了精准定位（根据客群和酒店自身

的特点，同升湖山庄酒店定位为会议酒店、麓山大酒店定位为大众消费酒店、盛源酒店定位为中端商务酒店）；各酒店按照

扁平高效的原则调整组织结构，并全面调整了各酒店的管理人员；全面清理、着手改革酒店的模式、制度，加大存量资产盘

活和营销创新力度，改善原有酒店的经营质量。同时，加紧探索开发新型酒店产品，为实现管理输出战略扎实积累。  

    综合投资板块在行业整体下滑的形势下，进一步明确定位，从求规模到求质量、从重当物到重客户，充分开发利用典当、

保理、寄卖等业务模式的互补优势，实现对客户的全方位“一揽子”金融服务；同时，将商业、酒店的服务意识渗透到金融

服务之中，精准营销，风控前置，保持了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 

    物业公司按照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完成了重新定位和组织搭建，顺利完成了公司各业态、门店物业管理的整合工作，并着

力精强队伍、有序推进物业服务品质的提升和物业管理的市场化进程。 

    物流公司围绕“产业化、市场化”的战略定位，重点着手专业体系的建设，通过组织重构、流程优化，节约运行成本，

提升运行效率；同时，着力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性调整，实现电器全省门店的“统仓统配”新模式，为探索实现市场化运营模

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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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中国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进行了修订和重新发布，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该准则对本期报表无影响，系取得的政府补助均属于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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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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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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