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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2018-001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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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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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海粟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谢获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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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51,221,69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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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中商 股票代码 00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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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国华 刘蓉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９号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９号 

传真 027-87307723 027-87307723 

电话 027-87362507 027-87362507 

电子信箱 / whliur@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零售业务，同时涉足商业物业开发、电商服务等产业。主营业态包括现代百货、购物中心、

超市等。现拥有9家现代百货店、1家购物中心、40家各类超市，主要分布于武汉市核心商圈，荆州、黄石、

黄冈、十堰、咸宁、孝感、荆门等10个主要城市。 

(二)行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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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低位运行影响，零售行业增速维持放缓态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信息显示，2017年全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2%，增速较2016 年下降0.2个百分点。电子

商务的发展对传统营销模式和销售渠道形成强烈冲击，2017年，全国网上零售额7.1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32.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48万亿元，增长28.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5.0%；在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28.6%、20.3%和30.8%。同时，整体行业发展仍受要

素成本较高，利润率收窄等压力的影响，发展趋势未得明显改善。 

随着国内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宏观经济形势有望出现好转，实体零售企业积极创新转型，新业态、

新模式快速发展，同时伴随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消费规模将持续扩大、消费结构将加

快升级，零售行业发展前景仍可期待。 

公司作为湖北本土的商业零售企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商品质量及服务水平得到消费者普遍认可。

公司在本区域内的发展呈较稳定的状态，但市场的竞争态势一直较为激烈，湖北地处长江经济带中心位置，

在发展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湖北出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消费升级，增强消费拉动力等政策，提出优

化区域发展格局，全力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都将给本地区零售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

面，湖北省其他地市州经济发展加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步增长，城镇化改革进程加快，也为公

司发展带来机遇和动力。 

（三）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2017年，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94.59%，其他业务收入占

总营业收入的5.41%；其中各业态销售占比结构中，百货业态营业收入占比49.73%、超市业态营业收入占

比43.43%、其它业态营业收入占比6.84%。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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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3,996,625,654.56 4,010,812,749.41 -0.35% 4,407,585,49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535,294.19 2,041,117.69 17,416.64% -47,985,31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93,504.39 3,824,882.37 153.43% -45,832,14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016,513.34 229,146,959.67 25.69% 155,416,85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2 0.01 14,100.00%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2 0.01 14,100.00%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49% 0.26% 37.23% -5.9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2,831,507,312.57 2,867,347,158.38 -1.25% 2,637,440,71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2,449,211.68 774,913,917.49 46.14% 772,872,7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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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74,527,151.54 943,489,282.62 862,216,910.34 1,116,392,31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94,660.11 24,085,579.23 -9,817,975.20 322,873,03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69,309.98 24,686,072.91 -12,056,328.49 -21,905,55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45,890.40 71,287,449.76 51,366,271.37 194,508,682.6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07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2,46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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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5% 103,627,794 0 -- 0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0% 12,299,998 0 -- 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7% 6,200,000 0 -- 0 

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 4,406,387 0 -- 0 

张景春 境内自然人 0.72% 1,814,070 0 -- 0 

唐润冰 境内自然人 0.68% 1,699,700 0 -- 0 

张利 境内自然人 0.57% 1,419,993 0 -- 0 

陈晓寒 境内自然人 0.48% 1,216,000 0 -- 0 

陈曦 境内自然人 0.35% 880,000 0 -- 0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752,382 0 --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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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仅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299,9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0%；公司股东陈曦通

过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8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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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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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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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零售相关业 

2017 年公司按照董事会确定的工作目标积极主动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围绕“效益”核心，抓住“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两个着力点，对内精耕挖潜提质量，对外积极探索转型发展突破口，经营管理持续向好

发展。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97 亿元，同比下降 0.35%；实现利润总额 46,639.04 万元，同比上升

577.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53.53 万元，较同期增加 35,549.42 万元，主要是确认武

昌区中山路 341 号资产拆迁补偿收入，主营业务毛利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严控成本和各项可控费用。(详

见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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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53.53 万元，较同期增加 35,549.42 万元，主要是确

认武昌区中山路 341 号资产拆迁补偿收入，主营业务毛利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严控成本和各项可控费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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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2018年3月29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自新准则规定的日期起执行上述新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并导致相应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

如下： 

   1、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中改为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 

   2、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由计入营业外收支改为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在合并利

润表与利润表中单独列报该项目。 

   3、取得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改为区分以下两种取得方式进行会计处理： 

(1)以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作为借款的入账价值，按照借款本金和该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相关借款费用。 

  (2)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本公司的，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规定，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

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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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

准则进行调整。因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不涉及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也并未影

响本公司本报告期的净利润。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要求，本公司在合并利润

表和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原在“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

部分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改为在“资产处置收益”中列报；本公司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对于本公司

本年度合并利润表与利润表列报的影响如下：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资产处置收益 增加392,381,873.44元 资产处置收益 增加250,469,018.95元 

其他收益 增加3,679,292.45元 其他收益 增加145,625.67元 

营业外收入 减少396,505,437.80元 营业外收入 减少250,614,644.62元 

营业外支出 减少444,271.91元 营业外支出   

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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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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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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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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