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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6                           证券简称：*ST 人乐                           公告编号：2019-051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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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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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人乐 股票代码 00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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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慧明 王静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北侧人人乐

集团总部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北侧人人乐

集团总部 

电话 0755-86058141 0755-86058141 

电子信箱 caihuiming@renrenle.cn wangjing@renren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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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7,805,835.58 4,269,298,808.03 -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521,709.26 24,455,750.21 -25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0,790,599.47 7,644,670.09 -76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972,608.68 -192,628,531.22 8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75 0.0556 -257.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75 0.0556 -25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1.37%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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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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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0,651,689.35 4,667,963,887.27 -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83,215,497.56 1,413,414,719.68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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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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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浩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86% 188,579,100 0 质押 154,358,094 

何金明 境内自然人 20.25% 89,100,000 66,825,000 - - 

深圳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0% 26,400,000 0 质押 22,275,000 

张政 境内自然人 5.36% 23,600,000 0 - -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1.13% 4,955,971 0 - - 

徐贤笑 境内自然人 0.55% 2,420,000 0 - - 

杨雅婷 境内自然人 0.53% 2,350,000 0 - - 

张宇红 境内自然人 0.37% 1,647,460 0 - - 

钟楚平 境内自然人 0.31% 1,355,421 0 - - 

王秀荣 境内自然人 0.31% 1,350,58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何金明、宋琦分别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浩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98.00%、2.00%的股权；深圳市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宋琦又分别持有公

司第三大股东深圳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62.50%和 37.50%的股权。何金明

与宋琦系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坚宏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4,950,691 股；股东钟楚平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603,680 股；股东王秀荣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350,58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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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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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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在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主要宏观经济

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在优化调整，国内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6月，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7%），增速同比回落1个百分点。网络零售市场依然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48161亿元，同比增长17.8%，

增速同比放缓。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8165亿元，增长2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9.6%。比上年同期提

高2.2个百分点，拉动社零增长3.8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全国重点零售企业零售额增速趋缓，实体零售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随着90后、00后成为市场消费主体，

要求实体店必须为新的主力消费群体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和更高的运营效率。与此同时，电商流量增速减缓及运营成本增加，

新兴社交、拼团等产生销售分流效应，电商巨头加快与优势实体企业的线上线下融合，共同探索实体零售的“新零售”解决方

案；零售行业并购规模及并购频率相较以往有所降低，但外资大型零售企业开始出现“洗牌”甚至退出市场现象；继“人工智

能、大数据”后，5G、IOT等新技术成为行业关注的新热点。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商品零售连锁经营，目前已形成自营大卖场、精品超市Le super、社区生活超市Le life、社区生鲜超

市Le fresh、升级版人人乐、百货及购物中心实体业态与人人乐购电子商务平台、人人乐园APP等线上线下融合的多业态发

展格局。报告期内，公司立足零售主营业务，以巩固核心竞争优势，强化区域经营能力，持续稳健扩张为总体战略方向，通

过继续推行经营业态的转型升级、管理机构改革、门店结构优化调整、深化品类供应链建设等措施，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

展。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已开设了140家自营门店，其中2019年上半年新增门店4家，关闭门店2家。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398,780.5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52.1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57.52%。公司总资产438,065.17万元，较期初下降6.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138,321.55万元，较期初下降2.14%。 

2019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中，公司排名第64位；“2018年中国快速消费品（超市/便利

店）连锁百强榜单中，公司排名第2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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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由于上述会计

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

通知》，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对青岛金王的投资重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第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

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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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结合《修订通知》

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

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

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的修订，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此次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

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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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44个，比上年度减少1个，本公司之子公司之子公司天津人人乐商品配送服务有限公

司于2019年2月28日已注销完毕，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金明何金明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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