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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712                                公司简称：南宁百货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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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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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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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百货 60071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宁星 颜丰 

电话 0771-2610906，2098826 0771-2610906，2098826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朝阳路39号 广西南宁市朝阳路39号 

电子信箱 dshoffice@nnbh.net dshoffice@nnbh.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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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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897,442.79 2,242,623,263.48 -1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9,351,409.64 1,061,852,219.59 -1.1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918,967.00 -128,938,423.72 -102.36 

营业收入 1,048,385,938.85 1,105,837,526.84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00,809.95 -5,152,627.90 -14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40,075.17 -5,885,342.62 -135.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0.47 减少0.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0 -0.0095 -14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0 -0.0095 -142.1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24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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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南宁沛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国家 18.24 99,361,645 0 无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利年年 

其他 11.19 60,945,757 0 无 0 

洪琬玲 境内自然

人 

8.43 45,934,711 0 质押 45,930,00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6 18,829,765 0 无 0 

南宁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4 16,000,000 0 无 0 

广州东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3 11,052,347 0 无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

之信 16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90 10,348,519 0 无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

之信 20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9 8,088,213 0 无 0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中

铁宝盈－夺宝 1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12 6,118,897 0 无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

－瑞阳 2016－14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03 5,587,96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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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宁沛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洪琬玲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3.除此之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否一致行动人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班子抓改革、降成本、促转型，提质增效，全力以赴稳增长。主要开展

了以下工作：一是稳步推进主题百货、家电、超市、电商及汽车业态的转型调整，持续优化经营

结构；二是持续推进创新营销，各业态主动围绕市场需求想办法扩销增效，合理布局促销频次，

积极整合资源，开展各类主题营销，着力抓好节点营销、文化营销、体验营销，持续加强会员精

准营销力度，有效提升了整体促销运营质量，取得了较好的促销效果；三是积极推进轻资产开店

模式，实现南百品牌轻资产迅速扩张；四是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全面推广普及移动 POS 收银机，

提高收银效率，有效提升顾客体验满意度；进一步优化 CRM 管理系统、建设大数据分析平台，增

加会员粘性；五是有序推进集团化改革，激活发展动力，改革组织架构，进一步优化管控流程，

向管理要效益。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48,385,938.85 1,105,837,526.84 -5.20 

营业成本 894,750,618.27 934,136,895.14 -4.22 

销售费用 43,209,896.20 60,328,863.65 -28.38 

管理费用 104,671,593.18 93,512,028.17 11.93 

财务费用 6,647,362.52 8,946,234.48 -2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918,967.00 -128,938,423.72 -1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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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7,658.54 -22,928,286.78 75.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308,319.33 119,472,186.73 30.83 

营业利润 -13,297,240.37 -2,908,648.50 -357.16 

利润总额 -11,721,634.23 -2,034,542.26 -476.13 

净利润 -12,500,809.95 -5,152,627.90 -142.61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 -0.0230 -0.0095 -142.11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国内经济下行趋势依旧，零售业整体增长依然不畅，消费需求增速

放缓，电商对实体门店的影响仍然存在，公司总体销售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随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广告促销费、运杂费及经营人员薪酬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增加文化宫店租赁费及上年年未预提工资奖金造成本期无冲

减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贷款总额同比减少、贷款利息支出也相应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销售同比下降及承兑汇票到期支付货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支付工程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银行保证金较上期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

减少、武鸣店和文化宫店工程项目固定资产折旧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额较上期增加所致。 

(2)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名

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

金 

223,905,097.47 11.34 414,026,425.55 18.46 -45.92 主要系分公司承兑到期支付

供应商货款所致 

预付款

项 

47,587,255.38 2.41 80,388,925.07 3.58 -40.80 主要系分公司期末预付供货

商货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其他流

动资产 

14,196,344.41 0.72 28,370,546.45 1.27 -49.96 主要系期末销售比期初下

降，银联卡货款在途资金较

期初减少 

短期借

款 

210,000,000.00 10.64 130,000,000.00 5.80 61.54 主要系银行贷款较期初增加

所致。 

应付票

据 

207,886,973.84 10.53 519,539,770.25 23.17 -59.99 主要系分公司承兑汇票到期

支付货款所致。 

预收款

项 

80,470,272.12 4.03 105,291,116.35 4.69 -23.57 主要系预付卡销售减少所

致。 

应交税

费 

6,679,642.59 0.34 4,297,380.44 0.19 55.44 主要系增值税较期初增长所

致。 

其他应

付款 

77,672,330.53 4.00 103,427,820.11 4.61 -24.90 主要系子公司支付了期初未

付款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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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