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97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19-045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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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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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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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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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连锁 股票代码 00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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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曾俊 罗乐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 7 号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 7 号 

电话 028-87825762 028-87825762 

电子信箱 zj@hqls.com.cn luole@hqls.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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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9,353,130.17 3,616,244,415.75 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6,776,141.67 154,823,648.82 5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9,655,739.82 154,950,930.98 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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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99,548.01 184,231,350.08 -104.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1 5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1 5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1% 6.47%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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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655,172.83 4,794,059,433.44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77,640,853.08 2,612,944,711.41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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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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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世如 境内自然人 24.08% 327,420,000 245,565,000   

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00% 285,600,000    

中民财智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0% 108,800,000  质押 108,800,000 

四川三新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28% 58,176,961    

曹曾俊 境内自然人 3.55% 48,280,000 36,21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8% 21,505,403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其他 1.46% 19,809,673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内需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7% 13,232,507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八零五组

合 

其他 0.97% 13,200,000    

北京昊青财富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昊青价值
稳健 8 号投资

基金 

其他 0.94% 12,786,0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世如女士与股东曹曾俊先生为母子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昊青价值稳健 8 号投资基金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604,613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2,786,04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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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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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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上半年，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稳健经营，报告期内，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项业务稳
定有序推进，公司实现商品销售收入382,935.3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9%；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677.6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52.93。另外，2019上半年增值业务收入306,886.1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15%。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工作如下： 

1、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内控建设，完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运作效率。2019上半年，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完成了《公司章程》修订工作，同时完成了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选举工作，并聘请了新一
届高级管理人员。 

2、2019上半年，公司坚持“以四川为中心、成都为核心”的战略发展方针，加速开拓市场，进一步纵深网络布局，巩固

和提升公司在川内的便利超市行业领先优势。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共有门店2958家，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168家，关闭门店27家，公司以经营便利超市为

主，门店平均面积在200平米左右，单个新开、关闭门店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不大。 

2019上半年销售收入前10名门店信息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地址 开业日期 经营模式 物业权属 

1 总府分场 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87号 2005-9-4 直营 租赁物业 

2 海椒市分场 成都市锦江区海椒市街13号 1997-4-10 直营 自有物业 

3 中华园分场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6号 1999-8-6 直营 租赁物业 

4 浆洗街分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36号 2000-5-31 直营 自有物业 

5 高新西区分场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2008-11-6 直营 自有物业 

6 会展分场 成都市高新世界天鹅湖花园6号 2009-1-19 直营 自有物业 

7 顺江分场 成都市高新区顺江集中商业1号楼 2011-2-20 直营 自有物业 

8 华阳海昌路分场 成都市华阳海昌路150号 2016-8-26 直营 自有物业 

9 大城小居分场 成都市武侯区长寿南路2号 2007-2-8 直营 自有物业 

10 华润路分场 成都市锦江区华润路158号 2016-11-11 直营 自有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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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拓展新开门店的同时，公司加速对部分门店的升级改造工作，满足消费者更多的购物需求并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门店升级改造时切实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设置生鲜门店、精品店、24小时店，并对升级改造后的门店进行分类管理、考

核。 

3、“商品+服务”一直是公司的竞争策略，手机支付的普及，使公司增值业务受到了一些影响。公司对此情况高度重视，
公司加紧增值业务布局，积极拓展探索增值业务新板块。报告期公司新增以下服务项目：代收成都燃气大工商户燃气费、代

收成都交投占道停车费、租借街电充电宝三项业务。此外，另有多项增值业务已经达成合作意向，即将于下半年上线。 

4、自启动红旗云大数据平台以来，公司数据分析已实现可视化、移动化、动态智能化。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和

完善红旗云大数据平台，提高财务管理和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 

报告期公司信息开发部根据各部门及门店经营需求优化门店月末结转程序，提高门店扎帐效率；完成交投缴费、信息
物资管理流程电子化、WMS生鲜多供应商支持等20余项新增系统开发工作。 

同时，公司通过多项培训切实提高员工职业素养，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人才队伍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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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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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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