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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2019-001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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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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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中商 股票代码 00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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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国华 刘蓉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９号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９号 

传真 027-87307723 027-87307723 

电话 027-87362507 027-87362507 

电子信箱 / whliur@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零售业务，同时涉足商业物业开发、电商服务等产业。主营业态包括现代百货、购物中心、

超市等。现拥有9家现代百货店、1家购物中心、51家各类超市，主要分布于武汉市核心商圈，荆州、黄石、

黄冈、十堰、咸宁、孝感、荆门等10个主要城市。 

  (二)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生产总值90.03万亿元，同比增长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38.10万亿元，同比增长9.0%；全国网上零售额9.0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9%，其中，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7.02万亿元，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2018年，中国零售业呈现出销

售规模增速加快、盈利能力增强、主要业态经营回暖的新特点。随着国内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宏观经济

形势出现好转，商务部推动零售业的转型升级，实体零售企业积极创新转型，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

未来，品质零售、智慧零售、跨界零售、绿色零售将得到发展，通过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提升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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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此外，整体行业发展持续受到要素成本较高，利润率收

窄等压力的影响。 

公司作为湖北本土的商业零售企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商品质量及服务水平得到消费者普遍认可，

公司在本区域内的发展呈较稳定的状态，公司位列武汉百强企业33位，湖北百强企业40位，中国连锁百强

45位，荣获武汉市法治建设示范企业称号。 

（三）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2018年，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93.93%(其中商业零售收

入占总营业收入的87.53%)，其他业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6.07%；其中各业态销售占比结构中，百货业态

营业收入占比49.39%、超市业态营业收入占比43.53%、其它业态营业收入占比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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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3,730,920.64 3,996,625,654.56 1.18% 4,010,812,74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362,381.25 357,535,294.19 -81.44% 2,041,11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795,668.25 9,693,504.39 135.16% 3,824,88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058,897.42 288,016,513.34 -17.00% 229,146,959.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1.42 -81.69%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1.42 -81.69%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6% 37.49% -31.63% 0.2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725,958,558.97 2,831,507,312.57 -3.73% 2,867,347,15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8,567,253.33 1,132,449,211.68 1.42% 774,913,9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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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910,509.59 936,565,087.99 891,544,460.15 1,094,710,86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849,395.41 33,349,797.79 -7,627,870.87 -28,208,94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461,586.95 33,039,751.65 -7,989,747.06 -25,715,92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393,317.45 36,338,004.77 80,239,059.42 168,875,1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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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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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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86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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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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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商联（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1.25% 103,627,794 0  0 

湖北省高新产

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5% 4,406,387 0  0 

绿地金融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5% 1,886,274 0  0 

胡余友 境内自然人 0.67% 1,687,500 0  0 

赖宏燕 境内自然人 0.65% 1,623,900 0  0 

程辉 境内自然人 0.65% 1,621,900 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55% 1,379,219 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裕富沪

深 3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1,298,300 0  0 

张利 境内自然人 0.44% 1,104,493 0  0 

谷力 境外自然人 0.41% 1,019,9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①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②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仅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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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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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44 亿元，同比增长 1.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36.24

万元，较同期减少 29,117.29 万元，主要为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度减少 32,963 万元，剔除此因素,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35.16%，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毛利率得到有效提

升，同时严控成本和各项可控费用。(详见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 

 (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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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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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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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36.24万元，较同期减少29,117.29万元，主要为资

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度减少32,963万元，剔除此因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135.16%，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毛利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严控成本和各项可控费用。 

(六)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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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1)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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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相关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编制财务报表：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原“应收利息”、“应

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报；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原“工程物

资”项目并入“在建工程”项目中列报；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报；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中列报；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列示于“研发费用”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

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

转留存收益”项目. 

本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本公司合

并及母公司净利润、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2)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财政部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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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

益”项目中填列。本公司据此调整可比期间列报项目，具体如下表： 

报表项目 

2017年合并利润表 2017年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其他收益 3,679,292.45  28,607.81  3,707,900.26  145,625.67  20,783.40  166,409.07  

营业外收入 1,629,627.12  -28,607.81  1,601,019.31  356,007.50  -20,783.40  335,224.10  

 

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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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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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