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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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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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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中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62.78 万元，合并报表期初

未分配利润-18,780.52 万元，2017 年度未进行现金分红，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5,117.75 万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实现净利润 3,623.37 万元，期初未分配利润-19,037.96 万元，期末未分配利润

为-15,414.59万元。 

2018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宁波中百 600857 
首创科技、G工大、

工大首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  鹏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77号汇金

大厦21层办公室 

  

电话 （0574）87367060   

电子信箱 yanpeng@600857.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商业零售业务，宁波地区为公司商业零售业务的主导区

域。作为宁波本土的商业零售品牌“宁波二百”，地处宁波市中心最繁华的天一商圈内，具有悠久

的历史和较高的知名度。报告期内，行业市场形势和竞争环境虽异常激烈，但是“危”与“机”始终



并存。因此，公司以实体店经营为基石，全渠道营销为依托，联合“婚恋热线、婚庆旅游”等营销

服务机构，开展优惠互推，促进异业联盟。同时，公司结合物业资产的特点，精准招商，提升物

业品质，为公司资产保值、增值。在保证零售业务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物业资产管理收

益和金融理财投资收益。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营销渠道、创新营销服务，进一步突出重点，

不断强化经营优势和提升管理水平，保持了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经营和持续发展。 

2、公司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经营模式主要为自营和联营。 

（1）自营模式下分为两类：一类为中国黄金，①进货流程：公司根据销售和库存情况组织订

货会并确定订货量，以订货当日中国黄金实时基础金价以及合同的约定，确定预付宁波市中金黄

金饰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商”）货款，款到以后由供应商送货上门。②销售流程：公

司以销售当日的中国黄金实时基础金价为依据，参考国内同行零售价以及合同相关约定，对中国

黄金不同商品加价进行销售，确认销售收入。③货款结算：公司以销售当日的售价以及合同的约

定，确定进价作为进货成本，每月与供应商在预付款中结算；另一类为布料类商品，存货在取得

时按实际成本计价，销售时确认收入，月末按先进先出法结转存货，确认成本。 

（2）联营模式下，公司和供应商签订联营合同，约定扣率及费用承担方式，公司每日以实际

收到的营业款确认销售收入，月末系统根据零售价和合同扣率计算存货成本并入库，同时做销售

出库、结转成本处理。 

（3）期末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反映自营模式下存货余额，联营模式下无存货余额。 

不同经营模式细分财务数据信息 

经营业态 经营模式 
2018 年（单位：万元） 2017 年（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百货零售 

自营 42,170.75 40,907.54 3.00 37,535.51 36,292.14 3.31 

联营 54,563.00 46,011.99 15.67 57,154.03 48,439.60 15.25 

其他 1,321.52  100.00  1,321.93  100.00 

合计 98,055.27 86,919.53 11.36 96,011.47 84,731.74 11.75 

 

3、公司所属行业发展情况 2018 年，我国消费品市场总量继续扩大，结构优化调整，消费升

级持续推进，市场供给方式不断创新。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38 万亿元，市场总量

稳步增加。消费品市场总体上仍保持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为 6.9%，高于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速，与居民收入增长基本同步。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据测算，2018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6.2%，比上年提高 18.6 个百分点，消费继

续发挥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的作用。2018 年，宁波市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54.9 亿元，

同比增长 8.1%。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27.3 亿元，增长 4.2%。其中，服装、鞋帽、针



纺织品类零售额 228.0 亿元，增长 6.5%。全年全市限额以上贸易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

售额达 195.0 亿元，增长 12.4%。从零售行业内部看，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成为趋势。新兴业态保持

快速增长但增速放缓。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动以及日益完善的物流配送

体系支撑下，传统业态正在积极拓宽销售的渠道。新兴业态和传统业态融合发展成为当前消费方

式多样化的重要体现。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下零售业态的总体发展趋势，强化经营优势，创新营销

手段，让“老店”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注：上述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宁波统计局网站】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824,483,215.55 824,113,699.36 0.04 822,348,397.19 

营业收入 998,407,141.02 977,821,340.83 2.11 906,030,08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627,752.37 -456,608,054.02 不适用 42,499,08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806,731.26 26,522,976.28 -2.70 29,084,00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2,704,109.20 166,076,356.83 22.05 636,143,60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810,260.81 12,215,056.16 -36.06 37,806,569.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2.04 不适用 0.1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2.04 不适用 0.1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86 -113.84 不适用 6.8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70,949,785.84 213,156,569.08 241,838,296.70 272,462,48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224,354.54 14,269,371.48 5,544,795.83 5,589,23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0,719,066.39 7,911,221.23 4,734,963.64 2,441,48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613,421.17 5,852,096.07 21,861,689.72 10,709,896.1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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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3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41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藏泽添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35,405,252 15.78   冻结 35,405,252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竺仁宝   18,884,000 8.42   冻结 18,884,000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鹏渤投资有限公

司 

12,671,491 12,671,491 5.65   无 12,671,491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刘志敏 10,071,771 10,071,771 4.49   无 10,071,771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 9,620,000 9,620,000 4.29   无 9,62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郑素娥 7,999,948 7,999,948 3.57   无 7,999,948 境内

自然

人 

桂晓雨 5,000,000 5,000,000 2.23   无 5,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慧力国际贸易有   4,484,909 2.00   无 4,484,909 境内



限公司 非国

有法

人 

桂正浩 4,290,414 4,290,414 1.91   无 4,290,414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4,230,069 1.89   无 4,230,069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中，宁波鹏渤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慧力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郑素娥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柏良先生的配偶郑素

贞女士为姐妹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为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日趋激烈的商业零售市场，公司秉承稳健经营的基本方针，审时度势，努力

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思路，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在严格执行董事会各项决议的前提下，始终坚持“市场主导、需求引领、创

新驱动、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紧紧围绕“引人才、搭平台、强管理、抓效益、去风险、谋发

展”的各项发展主题，通过定位调整、管理提升等手段，扎实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宁波鹏渤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要约收购宁波中百的函件，公司严格依据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认真核实要约收购方提供的各项文件

材料，并与监管部门做好资料的报备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本次要约收购事项合法合规

的推进，有效地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鉴于 2017年 9月广州仲裁委就所谓的“担保函”作出的由“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的不利裁决，为尽可能地保证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权益不受损害，公司始终与有关部门保持

联系，跟进、催促相关事项的处理进展，并在法定期限内，向广州中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

2018年 5月，该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前公司努力搜集证据，庭审现场据理力争。截至

目前，本案尚在审理中，公司尚在积极努力地化解“担保案”所致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9,840.71 万元，比上年同期 97,782.13 万元，增加 2,058.58

万元，增幅 2.11％；实现利润总额为 4,795.38万元，上年同期为-44,481.21 万元；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662.78万元，上年同期为-45,660.81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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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

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 

2018 年受影响的

金额（元） 

2017 年受影响的

金额（元）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根 据 财 会

（ 2018） 15

号文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2,534,947.08 2,021,269.23 

应收账款 -2,534,947.08 -2,021,269.23 

(2)“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

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86,456,967.24 112,921,298.26 

应付账款 -86,456,967.24 -112,921,298.26 

(3)“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

“其他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其他应付款 110,037.40 110,037.40 

应付股利 -110,037.40 -110,037.40 

(4)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

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利息收入 1,118,190.51 646,202.21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宁波三江干水产市场经营有限公司 

哈尔滨八达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二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应飞军 

日期：2019 3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