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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2018-10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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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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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摘要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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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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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销大集 股票代码 00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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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璟 张宏芳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258 号皇城大

厦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258 号皇城大

厦 

电话 029-87363588 029-87363588 

电子信箱 dujin@ccoop.com.cn hfang_zhang@ccoo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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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8,639,877,824.65 9,840,273,898.17 10,411,873,358.54 -1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0,842,564.86 344,060,287.63 356,645,036.67 1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11,725,759.99 303,857,071.10 303,857,071.10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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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10,106,065.89 413,973,746.66 -253,545,387.09 813.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0 0.0573 0.0594 17.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0 0.0573 0.0594 17.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 1.16% 1.18% 0.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5,305,550,233.47 55,816,626,498.71 55,816,626,498.71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796,389,497.25 30,379,499,274.38 30,379,499,274.38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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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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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1% 920,048,318 729,075,398 质押 912,415,757 

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0% 390,526,891 390,526,891 质押 390,526,891 

深圳市鼎发稳健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7% 388,458,791 0 质押 388,458,791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97% 358,514,289 358,514,289 质押 349,125,080 

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28% 317,166,356 317,166,356 质押 214,847,268 

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7% 310,468,878 310,468,878 质押 310,468,878 

安信乾盛财富－广州农商银

行－重庆中新融辉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5.00% 300,391,312 0   

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 205,547,424 205,547,424 质押 205,547,424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9% 203,831,117 203,831,117 质押 203,831,117 

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4% 188,792,122 188,792,122 质押 187,373,3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海航商业

控股有限公司的关联方。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海航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为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

司的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鼎发稳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信

乾盛财富-广州农商银行-重庆中新融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一致

行动人关系，二者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也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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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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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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3,987.78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17.02%，实现净利润43,145.9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8.66%，其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084.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00%。 

1.高效推进中国集项目 

2018年是中国集战略转型年，积极拓展与航空物流主业相关的产业项目，以商贸物流作为核心产业进

行片区综合开发，依托控股股东、供销大集内外部航空、冷链物流、商贸相关资源，聚焦“一县一品”政

策，打造“产品集”。截至目前共签订投资协议5份，落地项目5个；正在商洽项目6个。中国集作为中国

新型城镇化发展商，通过土地一级开发核心业务，致力于核心城市周边航空物流产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

均衡发展，践行企业文化，实现企业价值。中国集积极与行业领先品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全年累计发展

产业联盟60余家，为商贸、创意办公、文旅、酒店、医疗、康养、教育等优质资源在中国集项目集聚创造

条件。以“大集茂”为核心，发展中国集自建加工基地+物流园区的配套综合体，依托中国集模式，整合

商贸物流产业链上下游，打通高净值产品产供销渠道。 

2.全面深化转型，推进酷铺业务发展  

①加快酷铺商贸门店拓展优化 

酷铺商贸通过“自营+加盟代理”的方式，按照差异化服务和商品供应的加盟模式，整合上下游资源，

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在重点省份的核心城市形成贯通城乡的实体经销网络，以一站式供应链管理服

务为基础，实现物流、商贸业务的有机融合。截止2018年6月，在上海、西安、长沙、海口等6个核心城市

和28个重点城市，累计实现签约门店16万家。  

②推进传统商超门店转型升级 

推出酷铺商贸创新激励机制，在陕西、湖南、上海、广东、海口五个区域开展提质改造计划，门店运

营费用下降明显。同时，着力推进门店软硬件设施改造和新零售转型，积极开展O2O增量业务及门店生鲜+

餐饮化改造，与淘鲜达、京东、美团、饿了么达成合作；推进多渠道销售，在政府采购平台公品商城实现

订单1316单，销售680万元。 

③加快新技术落地和平台建设 

通过自主研发的ERP、B2B、WMS系统以及POS终端零售结算系统，完善线上线下数据对接，截至2018年

6月，推广ERP门店92家，全渠道商品库200多万支，初步建立数据分析模型，已实现ERP\B2B\O2O\B2C\WMS

各渠道产品全面打通。  

3.掌合天下业务发展成果显著 

①提升线上B2B平台服务能力 

掌合天下依托城市合伙人计划，通过全品类平台本地化运营的模式，打造面向零售终端的最广阔的电

子商务平台网络，现业务覆盖全国29个省份，市场遍布全国900多个城市。2018年上半年，掌合天下推出

ERP系统，帮助平台供应商实现高效简便的进销存管理；同时，为平台用户量身打造了多款金融产品，解

决用户资金需求。 

②加快线下供应链业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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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合天下大力推动线下供应链仓储物流业务，加快云仓项目布局，2018年上半年新拓展云仓11个，累

计云仓46个，仓储23.82万㎡，其中自运营仓31个，面积17.02万㎡，代运营仓15个，面积6.8万㎡，在华

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东北等区域建立了以云仓为核心的区域供应链配送网络，服务于酷铺和掌

合天下采购终端，有力提升线上线下资源整合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 

③推进终端门店拓展及赋能 

掌合天下充分发挥合作共赢的互联网思维和合伙人价值，以项目合伙模式快速抢占区域零售终端市场，

通过品牌授权、运营支持、科技赋能等手段改造终端门店，提升新零售业态门店综合经营力。目前已拓展

加盟店4700余家，其中经过深度改造，符合形象店标准的门店为1512家。 

④构建区域“品仓店网”一体化 

掌合天下深耕区域“品仓店网”一体化，通过开展商品贸易、仓储物流建设、终端门店拓展、线上平

台运营，并建立覆盖超市用户、供应商、物流客户的全渠道供应链服务，形成商业模式闭环，各业务有效

联动，产生协同价值。本年度聚焦合伙人、仓储资源优势突出的城市，开展“品仓店网”业务，目前陕西、

湖南、海口区域“品仓店网”一体化已落地见效。“品仓店网”一体化布局的实现，将有效构建区域竞争

壁垒，提升核心竞争力。 

4.供销链自营能力不断增强 

①积极探索大宗批发贸易业务 

大集供销链依托股东资源，利用资金、平台、渠道以及积累的客户资源优势，聚焦快消品、农产品、

进口商品等领域，在供销链生态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大宗批发贸易模式，迅速成功切入行业，获得了行业

接纳与认可，目前已与12家知名企业开展了食品、非食品及快消品等大宗商品批发业务。 

②丰富商品库资源，提升商品竞争力 

大集供销链以高效的一站式供销链管理服务为核心，以提升商品竞争力为目标，结合酷铺渠道需求、

加盟店需求、经销商等分销渠道销售需求，不断丰富供销链商品库资源。截止2018年6月共开发国代、省

代、区域代理及自有品牌29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SKU300余支，进一步提升利润空间。 

③着重开发优势自营商品 

大集供销链通过追溯商品生产源头，围绕快消品、农副产品、跨境商品等类群开展自营商品业务，同

时积极响应国家一县一品扶农助农政策，与国内外优质供应商合作，结合自有品牌产品开发，打造具有突

出竞争力的自营商品，为不断拓展线上线下分销渠道、扩大商品销售规模奠定基础。 

5.加快搭建金融服务平台建设 

大集金服围绕供销大集生态圈，为加强供应链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产品的更新，不断创新业务模式，

向上游生产链、中游分销链、下游销售链的全产业链进行渗透，将业务场景与金融服务业务有机融合，推

进金融服务运营场景化，强化大集金服核心业务竞争力，全力发展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2018年上半年大

集金服旗下互联网金融平台以高分通过金融办信息安全等保三级测评，平台信息系统安全和科技能力进一

步提升。报告期内平台新增注册用户14.3万人，平台用户规模不断扩大，致力提升用户体验，强化平台运

营和服务能力，为消费者、供应商等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金融服务。 

6. 百货业深化转型、创新发展 

民生百货所辖门店16家，建筑面积近75万平方米。民生百货以商品和客户为中心，以创新和变革为手

段，跟随零售行业发展趋势，整合和优化各类资源，以海口望海国际广场、西安民生百货解放路店、西安

民生百货兴正元购物中心为主力门店代表，推行将零售与生活服务结合的运营模式，探索出了适合公司向

新零售转型的发展之路。同时加快中小型门店传统百货模式改革，发展“生活+体验”经营模式，大力发

展集合店、体验馆、生活馆等综合型项目，使中小门店更加贴近区域市场，符合消费者的生活和消费习惯，

实现升级转型。同时，民生百货不断强化会员体系建设，积极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维护并扩展会员

数量，培养了大批忠实的顾客，固定了一批长期、稳定的消费群体。通过会员可以极大地降低推广新兴服

务、产品的成本，有利于公司业务迅速拓展。截止报告期末民生百货有效会员人数逾30万人，会员消费占

比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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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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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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其他合并范围变动原因 变动日期 

天津海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转让公司 2018年2月 

娄底新合作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 2018年6月 

娄底新合作宸德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 2018年6月 

黑龙江省新合作置业有限公司 处置项目公司 2018年6月 

黑龙江祥发投资有限公司 处置项目公司 2018年6月 

哈尔滨市意达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处置项目公司 2018年6月 

宁夏供销大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公司 2018年6月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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