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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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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2,958,290.13 元，年初未分配利润 1,129,644,580.94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5,765,367.24 元，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1,186,837,503.83 元。提议本次利润分配以报告期末公司

总股本 225,631,28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75 元（含税），共计

分配现金红利 39,485,474.00 元；本次分红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1,147,352,029.83 元结转下年

度,本年度不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华百货 60078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宝生 李丹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



街2号 庆区解放西街2号 

电话 0951-6071161 0951-6071161 

电子信箱 LBS99@vip.163.com lidan8328@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经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商业零售业务，商业零售业态涉及百货商场 、超市连锁、电器连锁等。公司三

业态共251家实体经营店铺分布于宁夏主要城市核心商圈及宁夏周边省份，作为宁夏地区最大的商

业零售企业，公司已逐步形成立足宁夏、辐射全自治区的连锁销售网络体系，同时公司经过几年

物流项目建设，通过整合物流资源，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城市共同配送项目，公司已初

步建成本区域消费品流通行业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配套最齐全、辐射范围最广阔的绿色、安

全、生态的商品流通综合物流枢纽中心。目前，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公司各业态实体门店

商品销售收入。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92.59%，租赁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7.41%；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业态占比为，超市占比47.79%、百货占比28.70%、电器占比23.20%。 

（2）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包括联营和自营以及商业物业出租，

联营模式下，供应商和公司签订联营合同，约定扣率及费用承担方式，公司和供应商共同承担销

售计划任务，月末系统根据零售价和合同扣率计算存货成本并入库，同时做销售出库、结转成本

等处理。公司目前采用联营方式经营所涉及的商品品类主要有：男女服装、饰品、珠宝、钟表眼

镜、鞋帽、箱包、床上用品、部分化妆品及电器产品等。 

自营模式下公司实施集团化管理模式，对采购、销售、营销、人力资源及财务等环节实行集

中管理，通过对经销商品的集中采购，最大限度降低了商品的采购成本，目前采用自营经销模式

经营的商品主要为生鲜产品、部分百货产品、烟酒、部分化妆品、黄金珠宝及其他著名品牌商品。 

商业物业出租是在公司经营场所里进行的租赁经营，其利润来源于租金收入扣除物业成本后的余

额。公司目前采用租赁模式的项目主要是餐饮、休闲、娱乐及公司统一规划租赁给其他品牌供应

商或代理商用于商品零售服务。 

 （3）公司行业发展情况 

零售业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之一，随着国内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逐年提高，行业总

体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但最近几年受国内经济增长下行、政策变动及网购业务快速增长分流

的影响，零售业整体增长开始趋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年均增速由2010年的18.33%降至2016年的10.4%，增长逐年呈持续下降的态势。同时根据宁夏统

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均增速由2010年的19%持续降至2016年

的7.7%。零售业持续面临行业增速放缓、各要素成本居高、利润率收窄的压力，行业发展下滑态

势未得到改观。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较低增长的新常态，但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新型城镇化发

展及城镇化率的提升以及中等收入居民群体的不断扩大，消费者信心将会进一步得到持续改善，

消费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消费市场仍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同时国内消费市场已经进入消费规

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消费贡献不断提高的发展新阶段。未来零售行业的整合并购将

不断加剧，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零售行业发展将进一步从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导向型转变，



零售业优化调整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未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公司作为宁夏地区规模最大的零售企业，凭借门店数量规模，采购、物流及科学合理的营销

策略实施等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发挥出多业态、多店铺协同联动经营效应，在区域内发展具有一

定的优势地位，但仍受到经济增长放缓、行业渠道竞争激烈及刚性费用上升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

响，发展现状不理想，加之公司百货、超市、电器三业态直接面对包括王府井百货、万达百货、

国芳百货、华润万家、北京华联、苏宁电器等在内竞争者的强势竞争，综合经营优势持续弱化。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态对经营效益不佳，成本费用上涨压力较大的店铺采取策略性关店，加之区

外零售业务的拓展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各新开经营网点培育时间延长，培育期成本增加，亏损子

公司的经营状况未得到明显改善，报告期内净利润有较大幅度下滑。 

 

公司报告期与去年同期各经营模式数据比较： 

业态 
经营 

模式 

 2016 年  （单位：万元） 
 

    2015 年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百货 

联营 170,640.34 139,998.55  17.96 242,987.47 197,763.04 18.61 

自营 16,651.37 13,777.45 17.26 4,785.47 4,268.48 10.80 

其他 12,131.36 172.85  98.58 9,086.34 429.90 95.27 

超市 

联营 83,074.71 72,019.13  13.31 58,241.46 48,360.59 16.97 

自营 228,855.33 207,210.93  9.46 239,904.45 211,330.16 11.91 

其他 32,236.74  100.00 23,407.86 
 

100 

电器 

联营 22,287.57 20,415.41   8.40 27,885.27 25,422.28 8.83 

自营 129,152.68 106,677.04  17.40 124,223.56 103,072.60 17.03 

其他 7,693.35 548.77  92.87 8,797.73 518.43 94.11 

物流 
自营 2,026.29 1,300.60 35.81 703.73 412.46 41.39 

其他 147.70 45.90 68.92 376.34 
 

100 

合计 
 

704,897.44 562,166.63  20.25 740,399.68 591,577.94 20.10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4,452,503,285.53 4,353,094,644.28 2.28 3,958,353,611.21 

营业收入 7,048,974,352.32 7,403,996,826.78 -4.80 6,817,544,648.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2,958,290.13 136,727,811.18 -53.95 193,920,860.0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79,486,266.06 136,520,690.51 -41.78 141,922,751.61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18,616,445.46 1,855,658,155.33 3.39 1,718,930,344.1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2,181,280.88 153,091,548.52 12.47 131,574,035.1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8 0.61 -54.10 0.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8 0.61 -54.10 0.8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34 7.65 减少4.31个百分

点 

11.4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196,251,850.96 1,553,144,580.59 1,646,492,396.68 1,653,085,52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5,102,379.98 -17,123,216.85 11,059,263.83 13,919,86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52,697,629.34 9,214,120.55 8,031,094.70 9,543,42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2,104,219.40 -86,875,108.75 119,418,249.27 87,533,920.9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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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3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01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物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69,785,145 30.93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宝银创赢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宝银创赢

 65,325,696 28.95   质押 65,325,695 其他 



最具巴菲特潜力

对冲基金 3期 

银川市东桥家电

有限公司 

 13,750,000 6.09 13,75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安庆聚德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3,440,000 5.96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绿色安全农

产品物流信息中

心有限公司 

4,512,700 4,539,700 2.01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曾少玉  3,828,977 1.7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海兆赢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最具巴菲

特潜力 500 倍基

金 3 期对冲基金 

 2,771,246 1.23   质押 2,720,000 其他 

冻结 50,476 

上海宝银创赢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宝银创赢

最具巴菲特潜力

对冲基金 16 期 

 2,600,050 1.15   冻结 2,419,850 其他 

梁庆  2,600,000 1.15 2,600,000 质押 2,600,000 境内自然

人 

宁夏通信服务公

司 

 2,520,000 1.12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北京绿色安全农产品物流信息中心有限公司为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双方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股东梁庆先生持有银川

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 66.67%的股权，系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 

3、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通过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书》而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4、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4,897.44 万元，同比下降 4.80%；由于受百货业态东方红店

不再续租及超市业态部分店铺策略性关店及计提或有负债等因素的影响，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95.83 万元，同比下降 53.95%，各业态经营情况如下： 

（1）公司百货业态按照既定的发展策略积极拥抱互联网，全面推进各项变革；根据消费趋势

的变化，开通全渠道支付业务，通过与飞凡商业联盟、移动公司、支付宝及各大银行开展业务合

作，百货业态所属八家店铺同步上线，实现了线上线下互动，强化场景营销，增强顾客体验感；

闪购、免单、首单立减、摇一摇、VR、1 元夺宝、超值购功能等主题促销活动对带动客流起到了

明显的效果。通过实施组织架构、人事、营销、招商及营运等五项变革，公司百货业态增强了管

理效率和效益，同时各百货店铺加速调改，根据不同经营定位的需要，积极开拓品牌资源，不断

优化商场布局与品牌结构的汰换进度，有效提升了销售的可比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百货业态实现

营业收入 199,423.07万元，同比下降 22.36%。  

（2）公司超市业态按照集团公司提出的规模和效益并举的发展要求，稳步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的开展，在拓展各区域发展的同时加大费用管控力度；继续通过提升销售和毛利、减租降租谈判

以及降低各项费用等手段，来最大限度实现亏损门店的减亏，快速决策关闭经营业绩持续不佳的

店铺，来确保经营的效益性；紧紧围绕“高品质、低价格”的经营理念，不断优化经营能力、持

续改进经营技术，生鲜通过开拓采购渠道，“基地直采+批发市场补充+品牌专营+生鲜深加工”的

模式已成功引领宁夏生鲜品类消费趋势；通过公开、公正和透明的方式开发品牌商品、选择最佳

供应商，并根据发展的需要与链商合作，利用链商平台，优化和完善经营权招商、促销位招商、

特陈及广告位招商等实现了经营效率及效益的提升；同时以满足消费者实际需求为着眼点，不断

引进国内知名商品品牌，扩充采购渠道，适应消费者需求变化；通过品类品牌梳理、单品销售分

析等方法提升单品效率；积极通过选品系统和大力度的宣传，利用海报发放、自媒体推广等持续

推出并打造民生爆款商品，并及时推出会员独享、积分兑换等尊享活动，来延伸门店服务内容，

提升顾客认可度，有效提升了销售额和各店铺的市场影响力。报告期内，新开包括青海大通店、

乌海万达店等大卖场在内的各类店铺 20 家，调改包括东方红店、良田店在内的各类店铺 12 家，

超市业态实现营业收入 344,166.78 万元，同比增长 7.03%。  

（3）公司电器业态面对行业环境发展的不利局面，紧紧围绕"发展、提升"为主线，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全力推进公司新的一轮发展，通过加强店面、商品、营销以及服务管理为主抓方向，

全面迎合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为导向，积极拓展、开发并掌控电器市场，并通过优化流程和管理架

构，有效降低了经营中的各项成本，不断提升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电器业态新开电器卖场

8家，实现营业收入 159,133.60万元，同比下降 1.1%。 

（4）公司新百现代物流通过整合物流资源，创建城市共同配送项目，发展企业现代物流体系，

把企业的内部 资源、外部资源、供应商、顾客、其他的往来客户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并不断完



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广泛采用先进的物流技术与装备，优化业务流程，提升物流业信息化水平， 

逐步提高现代物流基础设施与装备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在满足集团内物流配送需求的同时，

不失时机与百余家供应商展开直流配送业务，积极推进以新华百货物流品牌为核心的区域内商贸

物流标准化运营体系，显著降低了全供应链物流成本。全年共完成内部及外部各类货物配送量达

150,421.40万元，同比增长 90.93%。 

（1）报告期内新增门店（共 29家店铺） 

地区 经营业态 门店名称 物业权属 建筑面积(㎡） 开业或预计 

开业时间 

租赁期 

宁夏 超市 8 家便利店 租赁 1,294.06 2016年 1月-11

月 

1-5 年 

宁夏 超市 青铜峡小坝

正科店 

租赁 1,664.00 2016 年 5 月 10 年 

宁夏 超市 德胜花园店 租赁 660.00 2016 年 6 月 10 年 

宁夏 超市 惠农新明珠

店 

租赁 4,160.00 2016 年 6 月 15 年 

宁夏 超市 平罗店 租赁 4,865.72 2016 年 9 月 15 年 

宁夏 超市 盈华店 租赁 1,186.00 2016 年 9 月 7 年 

宁夏 超市 大阅城店 租赁 7,621.69 2016 年 10 月 10 年 

宁夏 超市 东城人家店 租赁 3,213.00 2016 年 10 月 10 年 

陕西 超市 靖边康隆广

场店 

租赁 12,660.00 2016 年 3 月 15 年 

陕西 超市 榆林高新时

代店 

租赁 7,628.80 2016 年 1 月 15 年 

青海 超市 青海大通超

市店 

租赁 19,706.65 2016 年 1 月 20 年 

青海 超市 西宁城北店 租赁 3,241.90 2016 年 12 月 15 年 

内蒙 超市 乌海万达店 租赁 10,423.71 2016 年 6 月 15 年 

宁夏 电器 9 家电器营

业厅 

租赁 1,428.00 2016 年 1 月-4

月 

1-3 年 

 

（2）报告期内关闭门店（共 21家店铺） 

地区 
经营 

业态 
门店名称 

物业 

权属 

建筑面积

(㎡） 
停业时间 关闭原因 

相关损失（万

元） 

宁夏 百货 东方红店 租赁 30,127.13 2016 年 2 月 房租到期 无 

宁夏 超市 6 家便利店 租赁 1,204.77 2016 年 1-10 月 亏损 无 

宁夏 超市 灵武唐城店 租赁 1,620.58 2016 年 6 月 亏损 无 

陕西 超市 定边店 租赁 14,000.00 2016 年 3 月 亏损 1,555.72 

陕西 超市 西安西大街店 租赁 8,068.00 2016 年 4 月 亏损 744.42 

宁夏 电器 11 家营业厅 租赁 2,980.00 2016 年 1-12 月 房租到期 无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本年银川新华百货老大楼有限公司、宁夏夏进乳业集团银川有限公司、宁夏东

桥投资有限公司、宁夏纽泰科学器材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吸收合并注销，因此合并范围减少上述

四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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