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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5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公告编号：ZXSY2019-13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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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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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舫 独立董事 公务原因 姚海鑫 

吴子富 董  事 公务原因 徐晓勇 

刘思军 董  事 公务原因 徐晓勇 

吕伟顺 董  事 公务原因 朱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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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股本总数 279,00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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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0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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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行）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晓勇 刘丹 

办公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86 号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86 号 

传真 024-23408889 024-23408889 

电话 024-23832008 024-23838888-3703 

电子信箱 zxstock@vip.sina.com zxstock@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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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情况 

    公司以商业零售为主要业务，经营业态包括百货、超市、网络购物平台等。主要分布于沈阳市核心商圈，辐射周边鞍山、

抚顺、本溪、铁岭、辽阳、阜新等主要城市。 

公司经营模式包括联营、自营及物业租赁等，以联营模式为主要经营方式。联营模式下，公司与供应商签订联营合同，

约定结算扣率和费用承担方式，与供应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联营模式主要涉及品类包括男女服装、钟表眼镜、黄金珠宝、

家居电器、鞋品皮具、针织床品及部分化妆品等。 

自营模式主要涉及部分化妆品及连锁超市百货等品类，通过对采购、运输、仓储、销售等环节的管理完善，最大限度降

低采购成本。 

物业租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经营场所内租赁经营；二是商务写字间租赁经营。 

   （二）行业发展状况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显示，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25,637亿元，比上年增长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5,350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各行业发展均呈上升趋势。 

    2018年，公司经营情况与传统百货零售行业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2018年，沈阳商业环境情况更为复杂，竞争也更为激烈。沈阳商业格局的多中心化趋势愈发明显，新兴商圈的加速发展

带动沈阳商业整体提升，但同时也加剧了商业供应量明显过剩的态势，不同商圈、不同业态、不同商家的竞争愈发激烈。尽

管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公司还是通过自身努力，巩固了区域竞争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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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551,465,479.53 2,458,694,589.25 3.77% 2,441,495,73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287,114.32 84,576,880.11 6.75% 88,671,08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847,884.08 91,775,313.19 3.35% 85,703,20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894,699.12 105,640,209.46 0.24% 50,720,349.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0 6.67%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0 6.67%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7% 6.78% 0.09% 7.4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170,065,168.41 2,145,181,638.67 1.16% 2,128,197,07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46,825,969.78 1,273,101,254.67 5.79% 1,215,194,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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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035,401.60 597,021,884.39 629,183,153.35 646,225,04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65,401.47 22,804,674.31 21,922,124.18 28,494,9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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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90,208.08 23,873,425.66 22,122,804.64 30,461,44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38,337.58 19,744,316.83 56,206,196.64 -48,894,1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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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27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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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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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86% 94,458,091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9.97% 27,807,154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6.95% 19,394,939    

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6.05% 16,876,100  质押 8,000,000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4.30% 12,000,000    

杨祖贵 境内自然人 3.05% 8,502,006    

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 其他 2.00% 5,580,100    

北方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2% 2,000,000    

张铁 境内自然人 0.64% 1,780,100    

李国俊 境内自然人 0.56% 1,55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其他股东未知有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客户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876,100

股；杨祖贵通过客户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502,006 股，张铁通过客户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00,100 股，李国俊通过客户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1,469,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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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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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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面对消费升级、渠道分流加剧以及新零售快速发展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不断深化企业改革，着力提质增效，

狠抓营销管理创新，积极稳妥推进各项工作，呈现出持续稳健的上升势头。 

1.持续强化经营管理，稳步推进转型升级 

    实施太原街店升级改造，对部分区域功能业态及商业环境全面规划，向“百货型购物中心”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加

强会员维护和服务，2018年首发黑金卡，对高端会员实行目标管理和精准维护。全力优化品牌组合和业态调整，注重培育优

质品牌，经营风格更加国际化、时尚化、年轻化。 

合理把握营销节奏力度，将文化营销、价值营销、体验营销、场景营销相融合，强化线上线下互动。优化推广渠道，将

头条、朋友圈、抖音等优质新媒体资源与中兴官网、官微等自媒体相结合，运用大数据实施创意广告投放，提高媒体宣传覆

盖精度和影响力。 

围绕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制定实施《服务品质提升工程》基础年工作方案，提升服务工作战略高度，有效提升服务力。 

2.持续推进连锁布局，提升运营质量 

连锁超市结合门店经营情况及市场需求，对部分门店实施经营布局调整，优化商品结构和品类组合，创新联合促销模式，

加大促销力度，经营业绩取得新突破。完成丁香湖店整体正式开业，从运行情况看，经营趋势向好。 

以服务实体店为基础，中兴云购持续完善新电商平台软件系统，加大招商和营销力度，优化全景商城规划建设并上线试

运营，加快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向一体化运营、全渠道迈进。中兴传媒积极尝试户外广告设计、代理、广告片制作等新兴业

务，配合实体店开展宣传推广服务。 

3.持续强化管理能力，全面提升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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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展需要，优化部门职能，提升执行力和组织穿透力。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探索建立H型人才通道，初步形成任职

资格体系；补充专业技术及后备人才，尝试新的劳务外包模式，依法规避用工风险；加强分配管理，实现薪酬激励差异化。 

加强财务审计管理，强化招投标管理，规范合同审核流程，提升规范运作水平，防范经营风险。创新思维，不断提高物业管

理质量。加强信息化建设，OA办公系统全新上线运行，办公效率得到较大提升。安全有序做好卖区经营调整装修改造，强化

大型促销活动秩序维护，部门服务意识和服务品质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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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商品零售 2,462,775,149.83 408,603,317.13 16.59% 4.15% 3.8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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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2,551,465,479.53元，较同期上升3.77%；营业成本2,064,229,438.54元，较同期上升3.9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287,114.32元，较同期上升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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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调整了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

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3.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4.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5.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7.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8.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9.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10.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

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11.公司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

中填列。 

12.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列报，对2017年度的现金流量表没有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指

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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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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