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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锦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蓓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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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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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860,869,730.99 9,084,610,858.62 -1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3,055,893,333.32 2,975,433,120.56 2.7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56,206,462.69 -1.58% 11,257,853,633.08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6,524,396.83 94.19% 129,686,755.31 17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74,599.64 100.93% -74,086,102.15 6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562,975,706.99 15.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94.19% 0.19 174.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94.19% 0.19 174.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增长3.73个百分点 4.29% 增长 10.36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8,545,595.0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052,385.7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51,781,595.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091,217.6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8,193.43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3,882.46 

合计 203,772,857.46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8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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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 129,877,934 64,741 质押 40,585,387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2% 102,28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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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4% 67,01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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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34,05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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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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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10,396,700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6,296,831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利两

全保险产品 
其他 0.62% 4,210,72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9,813,193 人民币普通股 129,81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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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102,284,543 人民币普通股 102,284,543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4,853,195 人民币普通股 94,853,195 

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67,016,493 人民币普通股 67,016,493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2,407,628 人民币普通股 42,407,628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34,051,090 人民币普通股 34,051,090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11,852,462 人民币普通股 11,85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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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96,700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296,831 人民币普通股 6,296,831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利两全保险产

品 
4,210,728 人民币普通股 4,2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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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无 

注：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40,585,387股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上述质押已于2015年7月29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本次质押期限从股权质押登记日起至武汉

商联集团和华汉投资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2,400,000股质押给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质押期限至2018年9月。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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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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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连锁网点达到1077家，其中，中百仓储超市175家（武汉市内67家、

市外湖北省内77家、重庆市31家）；中百便民超市873家（含中百罗森便利店148家、邻里

生鲜绿标店35家）；中百百货店11家；中百电器门店18家。 

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2.58亿元，同比下降3.2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2968.68万元，同比增长174.18%。         

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说    明 

应收票据 0.00 9,614,551.59 -100.00 
电器经营转型调整，停止批发业务，

应收票据减少 

应收账款 112,212,628.44 64,492,127.85 73.99 
移动公司积分、支付宝、微信等销售

结算应收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15,132,228.05 78,064,401.67 47.48 
增加华创小贷股权招拍挂受让款等

款项 

存货 1,166,576,008.13 1,868,913,595.26 -37.58 
2016年底因两节备货库存较大，本期

库存回归到正常水平 

其他流动资产 476,492,403.21 63,914,604.17 645.51 理财产品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2,900,000.00 260,900,000.00 -79.7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理财产品减少 

长期股权投资 213,324,167.67 118,307,308.48 80.31 本期增加永辉合资公司等股权投资 

在建工程 23,754,713.01 15,373,442.88 54.52 本期门店改造工程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17,128.82 2,197,225.20 73.72 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增加 

短期借款 610,000,000.00 1,194,311,998.17 -48.92 归还银行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249,039,016.29 444,773,678.21 -44.01 
因工程和设备采购减少，应付票据结

算方式减少 

利润表项目 2017年1-9月份 2016年1-9月份 增减幅度% 说    明 

税金及附加 66,806,049.18 88,057,413.72 -24.13 因实施营改增政策，税金及附加减少 

财务费用 32,133,307.94 55,131,684.17 -41.72 短期借款减少，利息费用减少 

投资收益 
248,211,935.10 1,808,861.41 13,622.00 2016年资产证券化江夏项目实现收

益 

营业外收入 19,164,949.14 44,495,044.34 -56.93 本期减少拆迁政府补贴 

营业外支出 66,749,376.12 31,189,779.48 114.01 关店资产及赔偿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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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147,393,323.41 -166,872,232.03 188.33 

2016年资产证券化江夏项目实现收

益，加上经营毛利增加，使得利润增

长。 

所得税费用 13,602,941.79 8,766,994.70 55.16 利润增加，所得税增加 

净利润 133,790,381.62 -175,639,226.73 176.17 

2016年资产证券化江夏项目实现收

益，加上经营毛利增加，使得利润增

长。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7年1-9月份 2016年1-9月份 增减幅度% 说    明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51,981,595.41 2,003,641.93 12,476.18 
增加收到2016年资产证券化江夏项

目实现收益资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56,354,141.99 101,757,173.45 53.65 购建固定资产及门店改造支出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53,563,068.65 22,200,000.00 1,492.63 本期增加收到子公司股权转让款等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10,000,000.00 622,680,257.49 46.14 短期贷款发生额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94,311,998.17 780,000,000.00 130.04 
归还银行贷款及中期票据发生额增

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92,557,062.48 44,273,492.32 109.06 本期增加支付股利分配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为挖掘公司沉淀资产的市场价值，盘活存量资产，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武汉中百百货

有限责任公司对部分门店物业实施资产证券化运作。通过此次资产证券化运作，扩宽融资渠

道，降低企业负债，优化资产结构，使公司获得大量的回笼资金，为下步的深化战略转型、

提升效益提供资金支持。（详见2016年8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部分门店物业为标的资产开展

资产证券化的公告》公告号：2016-32）。目前公司已实施完成本次资产证券化交易。（详见

2017年1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实施完成以部分门店物业为标的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公

告》公告号：2017-1） 

2、为推动公司便利店业态的快速发展，加速抢滩区域便利店市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百

超市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与武汉东湖百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

于武汉中百便利店有限公司之投资入股协议》，同意产业基金对中百超市下属子公司武汉中

百便利店有限公司进行增资（详见2017年3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产业基金对武汉中百便利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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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号：2017-7）。目前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3、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永辉超

市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公司将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

共同出资在湖北设立合资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人民币。合资双方均以现金方

式出资，其中，永辉超市出资55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5%，本公司出资4500万元，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45%（详见2017年4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与永辉超市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号：2017-12）。目前，合资公司已在襄阳成功开设第一家店。 

4、公司于2017年3月28日和2017年5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6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产业基金受让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配送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中百生鲜49%的股权以人民币13,279万元转让给产业基金。股

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中百生鲜51%的股权，产业基金持有中百生鲜49%的股权（详见2017

年6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产业基金受让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配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更

新后）》公告号：2017-22）。目前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5、为改善公司供应链上下游小企业和供应商的资金问题，促进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可

持续发展，提高公司供应链的竞争力，推动主业发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受让武汉东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持有的武汉市江岸区华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880万股股权，摘牌价格为2331.02万元。交易完

成后，公司持有华创小贷公司12.53%的股权（详见2017年7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开摘牌受让华

创小贷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号2017-29）。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6、本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收到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商联”）

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函，武商联计划自首次增持日(2017年7月25日)起12个月内，增持股份比

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681,021,500股的2%（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2017年7月25日至2017

年8月14日，武商联增持公司股份共计6,810,278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增持后，武

商联持有公司129,877,93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071%。武商联与关联方华汉投资合计持

有公司224,731,12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3%（详见2017年7月26日、8月15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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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号：2017-26；《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号2017-33）。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实施完成以部分门店物业为标的资产

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公告 
2017 年 1 月 6 日 

公告编号 2017-1，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产业基金对武汉中百便利店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7 年 3 月 30 日 

公告编号 2017-7，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与永辉超市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7 年 4 月 15 日 

公告编号 2017-12，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产业基金受让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

加工配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7 年 6 月 6 日 

公告编号 2017-22，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摘牌受让华创小贷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2017 年 7 月 29 日 

公告编号 2017-29，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017 年 7 月 26 日 
公告编号 2017-26，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

的提示性公告 
2017 年 8 月 15 日 

公告编号 2017-33，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武汉商联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承

诺 

维持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

的股权激励承诺，待中百集团业

绩达到规定条件时积极推动其

股权激励工作，力争 5 年内实施

中百集团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2017 年 4 月 5 年内 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武汉商联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同业竞

争方面

承诺 

争取在 5 年之内，采取多种方法

逐步解决武商集团、中百集团和

武汉中商三家上市公司的同业

竞争问题。 

2014 年 7 月 5 年内 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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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于 2017 年 4 月收到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商联”）《关于变更承诺的函》。

武商联对本公司所做的股权激励承诺将于 2017 年 7 月到期，根据本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武商联认为目

前并不具备实施股权激励的条件，拟变更相关承诺。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第 4 号监管指引”）的相关规定，2017

年 4 月 26 日和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承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武汉商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承诺的公告》（公告号：2017-17）。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规划 

2017 年 1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规划 

2017 年 2 月 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规划 

2017 年 2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规划 

2017 年 3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规划 

2017 年 4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规划 

2017 年 6 月 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规划 

2017 年 8 月 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规划 

2017 年 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及发展规划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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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期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张锦松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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