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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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苏艳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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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3,435,797,498.43 19,268,432,959.02 21,387,413,814.87 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615,683,286.59 7,591,273,670.19 7,947,088,174.57 -4.1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727,836,

693.22 

4,279,611,

608.52 

4,279,611,

608.52 
10.47% 

14,800,365

,049.77 

13,847,769

,763.60 

14,041,50

4,813.45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682,744

.65 

-19,808,88

4.97 

-11,165,43

9.03 
31.19% 

235,567,55

2.74 

196,751,78

6.30 

232,947,5

63.45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478,43

5.49 

-19,191,45

9.44 

-21,216,64

1.33 
22.33% 

216,261,20

7.87 

183,891,06

8.47 

181,661,8

98.53 
19.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7,544,58

4.78 

122,271,11

0.22 

116,261,65

6.49 
-7.50% 

985,486,37

0.06 

988,283,53

0.47 

918,501,4

41.21 
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9 -0.0229 -0.0129 31.01% 0.2727 0.2277 0.2696 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9 -0.0229 -0.0129 31.01% 0.2727 0.2277 0.2696 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0% -0.29% -0.16% 0.06% 2.98% 3.06% 3.55% -0.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806,877.3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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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01,745.74 

主要是按照当期政府的相关政

策享受的政府补贴。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038,024.15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80,274.67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2,139,692.93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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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98.0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26,113.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013.96  

合计 19,306,34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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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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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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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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99% 302,241,133 16,983,695 质押 162,983,695 

张海霞 境内自然人 6.01% 51,958,322 0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0% 51,834,237 0   

钟永利 境内自然人 5.59% 48,249,629 0 质押 25,920,000 

江苏京东邦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43,195,198 0   

金鹰基金－工商银

行－万向信托－万

向信托－星辰 16号

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3.93% 33,967,391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17% 18,772,886 0   

新沃基金－广州农

商银行－西藏信托

－西藏信托－顺景

40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93% 16,689,312 0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69% 14,607,095 0   

中国人寿资管－中

国银行－国寿资产

－优势甄选 1930保

险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50% 12,958,5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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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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5,257,438 人民币普通股 285,257,438 

张海霞 51,958,322 人民币普通股 51,958,322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51,834,237 人民币普通股 51,834,237 

钟永利 48,249,629 人民币普通股 48,249,629 

江苏京东邦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3,195,198 人民币普通股 43,195,198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星辰 16 号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33,967,391 人民币普通股 33,967,3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772,886 人民币普通股 18,772,886 

新沃基金－广州农商银行－西藏

信托－西藏信托－顺景 40 号单一

资金信托 

16,689,312 人民币普通股 16,689,312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4,607,095 人民币普通股 14,607,095 

中国人寿资管－中国银行－国寿

资产－优势甄选 1930 保险资产管

理产品 

12,95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5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之实际控制人王填先生与张海霞女士为夫妻关系，除

此之外，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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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02,241,133 股，其中存放于华西证券融资

融券专用账户的股份数为 56,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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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较年初 

增减额 

较年初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791,398,974.92 1,170,130,220.20 621,268,754.72 53.09%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良好； 

应收票据 6,643,591.75 4,217,659.80 2,425,931.95 57.52%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报告期收

到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 140,361,184.99 70,742,921.55 69,618,263.44 98.41%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因经营业

务拓展应收客户款增加； 

发放贷款和垫款 148,991,349.02 29,105,886.09 119,885,462.93 411.89% 

报告期增加主要为小额贷款

公司业务拓展，发放贷款增

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04,712,000.00 -104,712,000.00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列

报于“可供出售金额资产”的

股权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于“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126,712,000.00   126,712,0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列

报于“可供出售金额资产”的

股权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于“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 

在建工程 768,910,951.81 454,104,503.43 314,806,448.38 69.32%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长沙星城

项目、邵阳项目正在建设中； 

无形资产 2,580,979,764.31 1,551,300,455.77 1,029,679,308.54 66.38%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长沙星城

项目土地增加； 

开发支出 14,197,022.51       22,436,860.71  -8,239,838.20 -36.72% 
报告期减少主要为部分项目

竣工验收；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98,954,941.26 1,817,489,774.06 -618,534,832.80 -34.03% 
报告期减少主要是长沙星城

项目转入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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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较年初 

增减额 

较年初 

增减（%) 

变动原因 

应付票据 1,741,917,933.30 721,157,367.78 1,020,760,565.52 141.54%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银行承兑

汇票增加； 

预收款项 1,549,373,207.02 1,147,492,229.29 401,880,977.73 35.02%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预收客户

款增加； 

长期借款 2,595,057,100.00 985,142,800.00 1,609,914,300.00 163.42%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因公司经

营发展需要银行借款增加； 

递延收益 26,297,577.14 16,377,245.99 9,920,331.15 60.57%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政府补助

增加。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 

增减额 

同比 

增减（%)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6,514,994.48 15,061,505.71 -8,546,511.23 -56.74% 
报告期减少主要为部分项目

竣工验收转入无形资产； 

财务费用 221,687,035.43 95,635,510.09 126,051,525.34 131.80%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因公司经

营发展需要而增加借款导致

利息支出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3,288,799.54 -6,771,834.82 3,483,035.28 51.43% 

报告期变动主要是财政部发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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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

企业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信用减值损失 -1,634,459.75   -1,634,459.75   

报告期变动主要是财政部发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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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

企业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投资收益 -1,963,253.10 3,481,425.77 -5,444,678.87 -156.39% 
报告期减少主要是本报告期

确认联营企业投资亏损； 

资产处置收益 -2,806,877.34 -8,589,082.96 5,782,205.62 67.32% 
报告期变动主要是固定资产

处置损失减少； 

营业外收入 15,170,374.87 22,401,308.82 -7,230,933.95 -32.28% 
报告期减少主要是违约金收

入等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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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 

增减额 

同比 

增减（%) 

变动原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28,837,566.32 856,163,675.66 1,072,673,890.66 125.29%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因经营

发展需要筹资增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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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 

（一）数字化会员：2019年1-9月，数字化会员销售贡献增速，复购率提升，数字化会员贡献销售占总销售58%；会员

复购人数同比增长87.6%。  

（二）数字化运营：通过腾讯智慧零售赋能和联合研发，构建智能运营核心平台，实现管理动态化、业务在线化与决策

智能化。 

其中，动态用工：首家测试门店正式员工减少30%+后，结合动态用工提高人员利用率，三季度人效同比提升达40%+；

动态用工三季度已在部分区域内推广，其中20余家重点测试门店的动态用工占比超5%，部分门店已突破10%，预计未来动

态用工占比将达到15%，实现人效提升20%+。 

移动运营：首家测试门店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四大生鲜核心品类持续、稳健大幅增长，肉类水产销售倍增，蔬果单

月毛利额增长良好，从而带动全店整体客流、销售和毛收入的高速增长。其中完成推广的10余家可比门店，三季度生鲜四大

核心品类销售增长21%，毛利率提升6%，渗透率提升3%。 

二、梅溪新天地项目 

公司投资最大、业态最丰富，以及场景最集中的步步高长沙梅溪新天地项目，各项运营指标持续向好，1-9月客流增长

10%+，GMV增长30%+，该项目已提前两年结束培育期进入盈利期，将成为公司持续盈利的重要增长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数字化转型和梅溪新天地项目的

经营情况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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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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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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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

来源 

其他 104,712,000.00 0.00 0.00 22,000,000.00 0.00 1,663,276.66 126,712,000.00 
自有

资金 

合计 104,712,000.00 0.00 0.00 22,000,000.00 0.00 1,663,276.66 126,712,000.00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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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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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自有资金 28,5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3,530 0 0 

合计 32,03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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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3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rs.p5w.net/c/002251.shtml 

2019 年 07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rs.p5w.net/c/002251.shtml 

2019 年 09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rs.p5w.net/c/0022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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