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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5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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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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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2,134,863.07 3,439,907,383.27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835,752.60 97,619,729.57 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6,720,292.31 96,604,938.68 10.47%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617,686.99 -98,834,151.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9 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9 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7% 3.77%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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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8,635,221.48 4,237,894,772.15 -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49,592,873.52 2,646,483,891.3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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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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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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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 3,200,000 0   

余洪涛 境内自然人 0.74% 2,521,616 0   

李伟彬 境内自然人 0.58% 1,970,000 0   

林穗贤 境内自然人 0.52% 1,785,749 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42% 1,45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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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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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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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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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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零售相关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4%，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百货店零售额同

比增长4.6%，实体百货零售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百货零售行业整体发展景气度仍维持低位。2018年上半

年，公司管理层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以“新零售、新阶段、新面貌、新作为”为要求，以“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提升

存量、创新激活动力、创新优化管理”为抓手，凝聚合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7.62

亿元，同比上升9.3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6亿元，同比上升8.42%。公司经营情况与百货零售业发展状况

匹配，不存在较大差异。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稳步拓展，加快连锁步伐 

    2018年初，作为首家“广佛门户”的一站式综合性购物中心——金沙洲广百广场盛大开业，项目以“精致商品+超值服务”

的模式，填补了区域内高档次、高品质大型集中商业的空白，打造了广佛同城新地标。2018年上半年，公司新开两家百货店，

其中广百清远店1月28日开业，广百阳江东汇城店5月1日开业，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在粤北、粤西市场的布局。上半年公司成

功签约荔胜广场项目，该项目将突破传统商业模式，探索“商业+”的跨界融合。 

    (2)创新营销，拉动公司销售 

    因应顾客消费理念和行为的转变，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创新促销内涵和模式：广百之夜首选情感营销策略，以感恩行动

引起年轻顾客共鸣，掀起上半年购物热潮；广百旅游节再度跨界发力，携手知名机构企业，举办 “爱生活，爱旅游-2018广

百旅游节”回馈消费者；新大新事业部统筹开展6店联合年中大促，三大业态、6家门店销售与同期相比均有大幅度提升。上

半年公司通过与各大银行及银联合作，推出分期付款优惠、“满额立减”等多种形式促销活动以及信用卡积分兑换业务，为顾

客提供多方位的增值服务，有效拉动了门店销售。 

    (3)优化升级，促进门店经营 

    上半年，公司有序推进门店升级优化，已完成佳润店、新市店、花都新一城的优化升级方案并在推行中；北京路店、天

河中怡店的优化升级基本确定方向，待方案充分论证后按计划推进；海珠新一城、湛江店、揭阳店正在论证转型升级方案；

另外，金沙洲广百广场和清远店在实际经营中仍需及时调整升级，适应当地市场变化。上半年公司共引进专柜品牌198个，

调整专柜132个。 

    (4)加强管理，提升经营效益 

    一是注重成本意识，强化预算管理，2018年上半年公司费用率为11.77%，较去年同期减少1.05个百分点。二是提高促销

质量，重视争取品牌资源，实现多家门店联动促销的良好效果。三是重视门店服务软实力提升，不断完善增值暖心服务，强

化推广增值服务。四是加强会员管理，丰富会员体验，加强会员粘性。上半年公司采取系列举措使会员数量稳定增长，会员

消费稳中有升。 

    (5)推进创新，改进客户体验 

    一是探索母婴集合店“商品+服务”模式，6月9日广百首家全新概念的母婴集合店G-baby在广百北京路店亮丽登场。目前，

母婴项目筹备工作开展顺利，同时开展的“G-BABY妈妈圈”社群营销活动，提升了社员参与度。二是落地广百超市自助收款

系统，2018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超市自助收款系统项目验收工作，自2月以来，超市自助收款服务分别在广百北京路店、

天河店和金沙洲广百广场投入使用，有效疏导了结账客流，提高了结账效率，同时也提升了顾客购物体验和购物满意度。三

是“虚拟货架”搭建的第一阶段工作初步完成，带动关联活动商品销售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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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公司荣获广州连锁经营协会评选的“2017年度广州连锁先进单位”及“2017年度广州市肉菜溯源体系创建单位”称

号，荣获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评选的“2017年度十佳连锁经营企业”及“2017年度经营公益爱心企业”称号，公司在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公布的“2017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中名列第5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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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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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2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3间，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阳江广百商贸有限公司 设立 

广州市荔湾广百商贸有限公司 设立 

广百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出售 

河源广百商贸有限公司 清算关闭 

广州市越东广百商贸有限公司 清算关闭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华俊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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