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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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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书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瑶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左幼琼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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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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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8,433,662.08 5,221,237,390.69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3,667,070.33 298,015,119.16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92,801,575.34 272,594,486.46 7.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0,399,085.25 -10,953,501.54 -3,829.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13 0.2483 5.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13 0.2483 5.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6% 4.83% 下降 0.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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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6,638,395.64 16,254,625,111.47 -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81,095,192.39 6,567,536,863.95 4.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306,605.4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303,592.6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622,87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4,201.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13,376.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13  

合计 20,865,49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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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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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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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40% 520,885,500 —— —— ——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15% 289,855,299 —— —— —— 

共青城奥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25,517,436 —— ——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1.62% 19,499,950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8,466,350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9% 16,701,413 —— —— ——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12,399,992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泓富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10,472,168 —— ——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优选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9,953,841 —— —— ——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 1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0.82% 9,865,928 —— —— ——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520,885,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885,500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289,855,299 人民币普通股 289,855,299 

共青城奥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517,436 人民币普通股 25,517,436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9,499,950 人民币普通股 19,49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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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466,350 人民币普通股 18,466,3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701,413 人民币普通股 16,701,413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2,399,992 人民币普通股 12,399,99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72,168 人民币普通股 10,472,16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953,841 人民币普通股 9,953,84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 1期员工持股计划 9,865,928 人民币普通股 9,865,9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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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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连锁发展情况 

1、报告期末门店的分布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进驻广东、江西、湖南、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四川共计 8 省/市的 25 个

城市，共经营购物中心业态门店 13家（含加盟 1 家、管理输出 1 家）、百货业态门店 68 家（含加盟 3 家）、

超市业态门店 81 家（含加盟 5 家）、便利店 157家，面积合计逾 300 万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地区 

业态 

百货 超市 购物中心 便利店 

数量（家） 面积（m
2
） 数量（家） 面积（m

2
） 数量（家） 面积（m

2
） 数量（家） 面积（m

2
） 

华南区 36 856,375  46 208,143  3 199,693  128 11,465 

华中区 19 495,670  23 115,742  5 343,337  — - 

东南区 5 124,210  6 25,277  2 117,508  29 3,530 

华东区 4 139,254  3 12,824  3 224,545  — - 

北京 3 71,443  2 13,356  — - — - 

成都 1 34,865  1 4,980  — - — - 

合计 68 1,721,817  81 380,322  13 885,083 157 14,995 

注：1、为保持公司定期报告口径的连贯性，以上地区不是按公司组织架构划分。其中，华南区为广东省；东南区为福

建省；华中区为江西省、湖南省；华东区为江苏省、浙江省。下同。 

        2、公司根据门店商圈、顾客需求及竞争对手等情况，规划相应的业态，单家门店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业态，公司按

以下口径进行统计： 

  （1）百货业态仅指综合百货店中的百货业态； 

  （2）超市业态指综合百货店中的超市业态以及购物中心店中的超市业态和独立超市； 

  （3）购物中心业态指购物中心店中除超市业态外的其他部分； 

  （4）以上“面积”是指门店经营的建筑面积，由于公司经营策略一直保持动态的调整，部分门店经营的面积在报告期

内会发生变动，下同。 

2、报告期内门店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深圳梅林天虹加盟期限已于 2018 年 12月 31 日届满，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日起以直营方

式经营该门店。另外，公司持续拓展门店网络，新开 5 家便利店。 

（1）新增门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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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 地区 直营便利店（家） 加盟便利店（家） 合计 

便利店 

华南区 1 3 4 

东南区 1 0 1 

合计 2 3 5 

（2）签约门店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签约 2个社区生活中心项目，5个独立超市项目。 

门店名称 地区 地址 面积（m2） 签约时间 签约期限 经营方式 备注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星航

华府商业中心项目 

华南区 

广东省深圳市 42,775 2019年 3 月 21 日 20年 直营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

昊翔源广场超市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 3,617 2019年 1 月 29 日 15年 直营  

惠州市大亚湾西区街道灿邦

城市广场超市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 5,658 2019年 3 月 4 日 15年 直营  

深圳市福田区星河国际超市

项目 
广东省深圳市 2,797 2019年 3 月 18 日 10年 直营  

惠州市惠城区龙丰街道瑶芳

大厦超市项目 
广东省惠州市 3,791 2019年 3 月 29 日 14年 直营  

南昌市经开天虹 
华中区 

江西省南昌市 41,348 2019年 1 月 21 日 20年 直营  

吉安市铜锣湾广场超市项目 江西省吉安市 4,135 2019年 1 月 26 日 10年 直营  

（3）续签门店情况 

（4）调整及关闭门店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关闭 7 家便利店。 

二、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及负债状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门店名称 地区 地址 面积（m2） 签约时间 签约期限 经营方式 备注 

西丽天虹 华南区 广东省深圳市 17,501  2019年 1 月 23 日 6年 直营  

前进天虹 华南区 广东省深圳市 22,893  2019年 3 月 31 日 2年 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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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3,437,995,665.40 3,968,520,324.29 -13.37%  

应收账款 77,023,384.57 65,121,888.85 18.28%  

存货 869,236,278.50 1,050,330,016.10 -17.24%  

投资性房地产 22,701,338.42 22,817,711.20 -0.51%  

固定资产 4,426,588,189.05 4,469,315,941.65 -0.96%  

在建工程 1,397,335.80 1,218,804.25 14.65%  

无形资产 934,297,313.74 938,825,651.05 -0.48%  

长期待摊费用 574,501,796.10 620,138,992.53 -7.36%  

应付职工薪酬 151,588,284.54 388,896,772.33 -61.0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支付前期

员工薪酬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178,433,662.08 5,221,237,390.69 -0.82%   

营业成本 3,742,871,465.12 3,862,445,574.86 -3.10%   

销售费用 927,817,408.75 867,044,247.62 7.01%   

管理费用 98,308,909.46 94,561,995.63 3.96%   

财务费用 -5,246,322.93 -9,619,367.42 45.4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定期存

款利息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523,898.94 -96,899.54 -440.6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子公司

深圳市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收回贷款减少贷款损失准备金 

营业外支出 10,156,754.77 2,083,689.63 387.4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缴纳总

部大厦项目逾期竣工违约金 

所得税费用 83,549,786.89 86,344,102.37 -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399,085.25 -10,953,501.54 -3,829.33%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春节销售

高峰货款结算错期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233,859.93 -545,274,978.50 81.43% 
主要原因上年同期内增加了对

现金管理产品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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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5,0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支付收购

苏州工业园区海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部分尾款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31,782,108.89 -561,370,588.99 5.27%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3、主营业务分析情况 

（1）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变动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变动 

零售 4,778,156,270.31 -2.49% 26.47% 0.98% 

地产 247,161,096.20 30.31% 32.85% 1.88% 

合计 5,025,317,366.51 -1.27% 26.78% 1.09% 

（2）零售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变动 毛利率 毛利率同比变动 

华南区 2,946,321,785.30 -5.96% 26.92% 0.32% 

华中区 929,478,646.91 10.87% 25.02% 1.36% 

东南区 415,562,380.86 -1.04% 24.96% 2.94% 

华东区 317,410,381.37 -4.67% 27.61% 3.59% 

北京 130,729,564.72 -2.77% 28.55% 2.54% 

成都 38,653,511.15 -7.28% 26.66% 2.65% 

合计 4,778,156,270.31 -2.49% 26.47% 0.98% 

4、可比店店效情况 

（1）分区域可比店同比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门店 
数量 

（家）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同比

增幅 
毛利额 

毛利额同比

增幅 

月均毛利坪效

（元/ m2） 

利润总额同比

增幅 

华南区 

综合百货店 35 260,191.58 -4.01% 69,090.20 -0.72% 232.68 -4.37% 

购物中心店 2 20,715.03 6.78% 7,385.92 18.32% 138.4 45.24% 

小计 37 280,906.61 -3.29% 76,476.12 0.84% 218.32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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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区 

综合百货店 5 35,552.80 -10.54% 8,045.37 -5.75% 195.44  -1.45% 

购物中心店 1 2,388.10 44.35% 1,023.82 79.49% 60.84  93.16% 

小计 6 37,940.90 -8.35% 9,069.19 -0.41% 156.39  20.28% 

华中区 

综合百货店 15 76,639.49 2.43% 19,065.93 8.54% 141.07  27.31% 

购物中心店 1 6,830.15 -2.29% 2,104.43 4.25% 99.19  8.70% 

小计 16 83,469.64 2.03% 21,170.36 8.10% 135.39  24.70% 

华东区 

综合百货店 4 20,347.87 -7.76% 5,009.65 5.62% 113.28  27.57% 

购物中心店 3 13,571.77 4.18% 5,067.19 29.44% 73.70  1,465.16% 

小计 7 33,919.64 -3.33% 10,076.84 16.39% 89.19  95.76% 

北京 综合百货店 3 13,806.71 -1.69% 4,042.20 11.65% 159.31  305.49% 

成都 综合百货店 1 3,986.94 -6.59% 1,079.54 6.45% 90.31  -106.81% 

合计  70 454,030.44 -2.79% 121,914.25 3.48% 170.52  7.55% 

注：1、可比店指2018年1月1日以前开设的直营门店，下同； 

2、独立超市、便利店尚处于培育阶段，故不单独列示店效信息。 

（2）分业态可比店同比情况 

单位：万元 

业态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同比

增幅 
毛利额 

毛利额同比

增幅 

月均毛利坪效 

（元/ m2） 

利润总额同比

增幅 

百货 260,209.46 -10.11% 72,131.47 -2.58% 151.56  -5.65% 

超市 163,837.35 10.63% 37,324.57 10.83% 425.55  29.31% 

购物中心 29,983.64 1.59% 12,458.22 23.35% 82.32  78.10% 

便利店 3,711.39 2.90% 1,690.97 6.45% 670.67  57.90% 

合计 457,741.84 -2.75% 123,605.23 3.52% 172.27  7.62% 

（3）分经营模式可比店情况 

单位：万元 

经营模式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同比

增幅 
毛利额 

毛利额同比

增幅 

月均毛利坪

效同比增幅 
面积（m2） 

面积同比

变动 

自营 144,776.99 11.85% 33,580.24 11.73% 9.24% 304,239  2.28% 

联营 267,743.56 -10.98% 54,822.74 -9.24% -3.99% 977,496  -5.47% 

租赁 41,509.89 14.85% 33,511.28 22.50% 17.15% 1,101,492  4.57% 

三、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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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二期市场化股票增

持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事项，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市场化股票增持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和2月1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相关文件。 

截至报告期末，本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累计购买公司股票 4,072,2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93%，

交易金额 53,595,625.50元，交易均价 13.16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日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文件。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五、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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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2019年 1 月 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 1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 1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 1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 3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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