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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1                           证券简称：鄂武商 A                           公告编号：2019-007 

武汉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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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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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景忠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田玲 

吴可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岳琴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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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68,992,73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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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武商 A 股票代码 0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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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轩 张媛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690 号 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690 号 

传真 027-85714049 027-85714049 

电话 027-85714295 027-85714295 

电子信箱 xuanl528@163.com zhangyuan.613@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年，国内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亿元，比上年增

长6.6%，增速同比回落了1.2个百分点。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增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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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消费连续五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

市场销售平稳较快增长，网上零售占比明显提高，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45,311亿元，增长5.7%；网上零售额90,065

亿元，比上年增长23.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0,198亿元，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比

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9,867亿元，增长18.7%。 

2018年，公司持续稳健运营，各项业绩继续行业领先，分别荣列2017年中国连锁百强第13位；2017年中国零售百强第18

位，较同期上升1个位次；2018年武汉企业100强第14位；2018年武汉服务业企业100强第6位；超市公司位列2017年中国快递

消费品连锁百强第25位。公司还被授予第十七届武汉市优秀企业，光荣入选湖北省国企改革十大案例。 

公司主要从事购物中心和超市零售业务，经营模式包括联营、自营、代销和物业分租等，2018年，武汉新开业商业项目

16个（其中地铁商业4个），商业体量约64万平米，市场分流日益严峻。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7.06亿元，同比下

降2.3%；利润总额14.30亿元，同比下降13.03%；净利润10.5亿元，同比下降15.42%。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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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5,560,680.05 18,122,098,735.91 -2.30% 17,689,641,58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9,946,243.15 1,241,339,841.59 -15.42% 991,634,07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3,476,652.11 1,182,731,044.92 -7.55% 966,584,32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5,780,994.09 258,499,441.57 869.36% 1,486,999,118.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9 1.66 -16.27% 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8 1.65 -16.36% 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8% 18.70% -5.12% 18.5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2,886,656,916.64 18,019,927,746.45 27.01% 17,790,568,85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249,095,311.38 7,177,851,018.96 14.92% 6,053,732,4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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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6,265,593.68 4,016,290,392.59 4,082,275,434.58 4,770,729,25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669,746.50 291,788,097.20 206,209,797.58 267,278,60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1,297,142.84 288,491,144.73 203,948,358.87 319,740,005.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2,383,689.03 659,793,844.30 650,477,317.31 843,126,1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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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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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29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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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 165,703,232 0   

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9% 79,896,933 0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7.28% 55,969,160 55,969,160   

达孜银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6% 42,752,278 0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9% 29,888,346 0   

周志聪 境内自然人 2.61% 20,092,254 20,092,254 质押 15,996,7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3% 15,634,190 0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2% 13,198,363 0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 12,103,274 0   

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 7,806,80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为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与达孜银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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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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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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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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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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业;零售相关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密集出台，调控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企业资金来源增长平稳，房屋销售

面积呈平稳回落态势，新开工和土地购置意愿较强，房价涨幅有所上升，地价涨幅明显回落，标杆房地产企业销售形势明显

好于全国，区域间分化延续，三四线城市成为拉动2018年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增长的主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20,264亿元，比上年增长9.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2.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85,192亿元，增长13.4%，比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70.8%。

商品房销售面积171,654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3%，增速比上年回落6.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2.2%，办公楼

销售面积下降8.3%，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6.8%。商品房销售额149,973亿元，增长12.2%，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14.7%，办公楼销售额下降2.6%，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0.7%。 

     截止2018年末，公司时代花园项目已投入23.30亿元，根据公司下属公司武商百盛置业签订的《住宅房屋订购合同》，

时代花园项目拟于2019年9月交付。该项目属于还建房项目，用于武锅生活区改造项目中被征收人的产权调换安置房。该项

目预计总投资28.20亿元，总建筑面积35.62万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27.98万平方米。除时代花园项目外，公司无其他

土地储备。 

一、概述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武商集团创新发展的关键一年。公司坚持“摩尔城做精、梦时代做新、众圆做实、

超市做优、区域市场做强”的发展规划，坚持“提质效、保增长、强管理、补短板”的经营思路，奋力推进各项经营工作。但

受市场消费需求增长持续乏力、新型商业模式分流日益加剧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7.06亿元，同比下降2.3%；

利润总额14.30亿元，同比下降13.0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50亿元，同比下降15.42%。 

（一）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围绕梦时代做新的总体目标，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实现梦时代两大乐园项目EPC总包、过山车等13大游乐设施的招标及

主要合同签订工作，项目设计蓝图落地，并达成乐高探索中心合作意向。完成地块拆除工作，项目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本期

增加11.29亿元的在建工程投入，工程累计投入占总预算的14.91%。确定梦时代项目主题设计方案和动线规划，完成大型功

能影院意向签订，五大主题项目进入实质性谈判。 

（二）市场发展及经营情况 

2018年，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

生产总值900,309亿元，增速同比回落了1.2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发展，武汉新一线、国家级中心城市地位凸显，许多零售商

将武汉作为抢占市场的首选，商业体仍将继续全面开花。从联商网&搜铺网大数据研究中心统计的近五年（2014年至2018年）

全年开业的商业项目情况上看，开业量整体呈逐年上涨的趋势，且2018年达到开业峰值。据武汉商业观察统计，2018年武汉

新开业商业项目16个（其中地铁商业4个），商业体量约64万平米。 

面对市场日益严峻的竞争环境，国际广场进一步稳固奢侈品华中区销售总量领先的市场地位，武商广场保持化装品、女

装、男装品类全国同业居首的根基，世贸广场继续做大做强黄金珠宝、国际名表等核心品类，实现武商“摩尔城做精”的发

展规划。众圆广场以亲子娱乐为导向，扩大儿童品类优势，满足一站式、生活化家庭消费客群。区域市场做强，亚贸广场、

襄阳购物中心、十堰人商、仙桃购物中心、黄石购物中心、老河口购物广场抢占区域市场份额，实现区域市场做大做强。武

商超市建立新网点开发机制，出台门店标准化手册，优化商品结构，引进全新供应渠道，全面推动门店迭代升级。  

（三）人才培养和储备情况 

完善员工薪酬考核办法，进一步突出经营业绩关键指标的考核激励与约束作用。做好大学生人才招聘，加强专业人才引

进。在公司内部开展储备干部公开竞聘，并制定跟踪培养方案，充实中高层管理后备力量。公司积极开展各项内部培训，针

对管理员工，通过开放式、团队式、互动式、体验式的培训方法，挖掘团队潜能，增强团队协作，提升管理者素质；针对基

层员工，开展技能比武、岗位练兵、师带徒等活动，形成互帮互助、学技能、创业绩的良好风气，提升员工职业素养。 

二、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是国内著名的大型商业零售企业之一。下属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世贸广场等10家购物中心，坐落于武汉市、

襄樊市、十堰市、仙桃市、黄石市、老河口等核心商圈，购物中心总面积约为146.5万平方米，自有物业面积约127.13万平方

米。超市业务布局湖北省内武汉市及多个二级城市，拥有77家门店，其中35家门店位于武汉市，42家门店位于湖北省其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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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包括鄂州、荆州、黄冈、襄阳、宜昌、十堰、孝感、黄石、恩施、咸宁、仙桃、汉川等地，超市门店总面积约为66.81

万平方米，自有物业面积约11.24万平方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7.06亿元，同比下降2.3%，其中：购物中心业态营业收入122.72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

69.31%，超市业态营业收入53.41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30.16%；利润总额14.30亿元，同比下降13.03%；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10.50亿元，同比减少15.42%。 

（一）现有门店情况 

1、主要购物中心业态门店分布情况 

名称 地址 开业时间 面积（万㎡） 物业权属 租赁期限 

国际广场 武汉市江汉区 2007年9月 29.5 自有 — 

武商广场 武汉市江汉区 2014年1月 9.6 自有 — 

世贸广场 武汉市江汉区 1999年9月 8 自有 — 

亚贸广场 武汉市武昌区 2002年9月 6 租赁 10年 

众圆购物中心 武汉市青山区 2014年11月 29.03 自有 — 

襄阳购物中心 湖北省襄阳市 2007年6月 5.26 租赁 20年 

十堰人民商场 湖北省十堰市 2010年6月 14 自有 — 

仙桃购物中心 湖北省仙桃市 2013年9月 14 自有 — 

黄石购物中心 湖北省黄石市 2014年9月 18 自有 — 

老河口购物广场 湖北省老河口市 2015年9月 5 自有 — 

2、超市业态门店分布情况（营业收入前十名） 

门店名称 地址 开业时间 面积（万㎡） 物业权属 租赁期限 

国广生活馆 武汉市江汉区 2007年9月 2.15 自有 — 

百圣店 武汉市江汉区 1997年9月 1.07 自有 — 

众圆生活馆 武汉市青山区 2014年11月 2.31 自有 — 

珞喻店 武汉市武昌区 2004年12月 2.52 租赁 3年 

人商超市 湖北省十堰市 2011年11月 1.17 自有 — 

常青花园店 武汉市东西湖区 2009年9月 1.13 租赁 15年 

沌口店 武汉市沌口经济开发区 2007年9月 0.67 租赁 15年 

鄂州店 湖北省鄂州市 2013年11月 0.78 自有 — 

襄阳东街店 湖北省襄阳市 2005年4月 0.65 租赁 15年 

襄阳长虹店 湖北省鄂州市 2005年4月 0.60 租赁 15年 

（二）门店变动情况 

1、报告期内超市业态新增门店（1家） 

门店名称 地址 物业权属 面积（万㎡） 开业时间 

鄂州竹林广场 湖北省鄂州市 租赁 0.15 2018年3月 

  2、报告期内超市业态关闭门店（1家） 

门店名称 地址 物业权属 面积（万㎡） 关店时间 

沙湖店 武汉市武昌区 租赁 1.15 2018年11月 

（三）经营同比情况（可比口径） 

业态 
营业收入 

2018年（万元） 同比+、-（%） 

购物中心 1,227,221.85 -2.01% 

超市 497,437.90 -12.59% 

（四）武商网跨境购迎来快速成长期，2018年电商平台实现GMV35,616.44万元，营业收入1,329.96万元，全年销售同

比增长52.16%。 

（五）公司采购、仓储及物流情况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为13.22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9.61%。 

购物中心业务的采购主要指对专柜供应商的招商，通常以经营实体为主进行。对于新开设的购物中心，由公司进行统

一招商。对现有购物中心，公司通过建立后备渠道库，根据品牌实际运营情况不断补充、调整品牌及品类。超市业务主要由

超市业态采购部门统一采购。异地重点区域由采购部门派驻驻店买手，适当引进当地渠道予以补充。购物中心业态以联营模

式为主，商品库存由专柜负责管理。 

超市业态商品采购主要采用以销订进的原则进行订货，由门店结合自动补货系统提出要货申请，总部进行统一审核。

商品存货公司主要以先进先出的原则进行管理，每季度对各门店、各类别的库存周转天数进行考核。 

超市物流配送中心位于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庙山高新开发区特1号（武汉医药产业园内），集常温、低温配送于一体。

园区占地6万平方米，内设2.5万平米的常温干货仓库和3600平米冷链仓库。主要承担400余家供应商及77家门店的商品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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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商品日吞吐量为3万标准箱（件）。下辖的十堰区配中心面积为1500平方米、沙市区配中心面积为1500平方米、襄阳

区配中心面积为3650平方米。主要承担总仓到货商品的分拨和配送工作。 

三、各项指标变动情况 

1、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8年末 2017年末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货币资金 3,150,265,793.66 13.76% 2,012,118,406.87 11.17% 2.59% 预收售房款 

应收账款 11,552,888.06 0.05% 9,351,500.41 0.05%   

存货 3,202,750,654.25 13.99% 2,256,342,775.51 12.52% 1.47% 
在建开发产品时代花园

项目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52,461,653.25 0.23% 60,452,524.95 0.34% -0.11%  

长期股权投资 29,765,081.31 0.13% 29,650,753.09 0.16% -0.03%  

固定资产 6,666,787,872.46 29.13% 6,795,025,647.17 37.71% -8.58%  

在建工程 1,187,143,815.10 5.19% 58,258,312.22 0.32% 4.87% 
梦时代广场工程本期投

入增加 

短期借款 2,320,700,000.00 10.14% 1,250,000,000.00 6.94% 3.20% 银行借款增加 

长期借款 2,120,445,459.00 9.26% 1,622,545,459.00 9.00% 0.26% 银行借款增加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2,552,888.06 0.05% 9,601,500.41 0.05%  超市公司团购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3,336,606.78 0.15%   0.15% 
预交预收房款增值税及

附加 

无形资产 7,065,727,469.40 30.87% 2,646,366,516.50 14.69% 16.18% 
梦时代广场土地取得不

动产权证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30,217,294.44 14.04% -14.04% 
梦时代广场土地取得不

动产权证 

预收款项 3,834,075,836.26 16.75% 2,660,173,929.77 14.76% 1.99% 预收售房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

酬 
2,987,552.90 0.01% 5,501,392.85 0.03% -0.02% 支付辞退福利 

库存股 42,607,933.68 0.19% 85,448,758.20 0.47% -0.28% 
股权激励完成第二期解

锁 

2、营业收入、成本、毛利情变动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购物中心 12,272,218,469.99 9,510,529,925.47 22.50% -2.01% -1.46% -0.44% 

超市 5,340,582,461.89 4,234,518,211.71 20.71% -3.30% -2.59% -0.58% 

其他 92,759,748.17 7,990,871.70 91.39% 23.50% -13.07% 3.63% 

分产品 

商品销售 17,705,560,680.05 13,753,039,008.88 22.32% -2.30% -1.82% -0.38% 

分地区 

湖北省 17,705,560,680.05 13,753,039,008.88 22.32% -2.30% -1.82% -0.38% 

3、费用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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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2,041,059,769.55 2,081,606,801.68 -1.95%  

管理费用 252,142,198.43 259,502,369.12 -2.84%  

财务费用 4,619,039.64 6,415,052.35 -28.00%  

资产减值损失 -12,150,252.28 -7,355,068.19 - 系坏账损失及存货跌价损失冲回 

投资收益 10,344,548.22 48,617,036.97 -78.72% 上年同期收回武汉广场清算所得 

资产处置收益 -1,008,113.44 -4,622,894.37 + 上年同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较大 

营业外支出 74,702,445.27 10,550,009.53 608.08% 系宜昌旗舰店赔偿款所致 

4、现金流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477,943,391.30 20,740,169,811.45 3.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972,162,397.21 20,481,670,369.88 -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5,780,994.09 258,499,441.57 869.3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630,294.01 279,372,881.27 -95.4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26,156,609.61 415,997,422.75 555.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3,526,315.60 -136,624,541.48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98,207,112.42 1,251,000,000.00 187.6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36,701,511.76 1,606,113,917.35 39.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1,505,600.66 -355,113,917.35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53,752,796.79 -233,246,659.50 +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系百盛置业公司今年预收售房款和上年同期购买开发土地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同比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武汉广场管理有限公司清算收回投资所致。 

3、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同比增加及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系支付梦时代土地款增加所致。 

4、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系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5、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同比增加，主要系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6、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增加，主要系预收售房款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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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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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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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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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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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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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列报；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4）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建工程”项目中列报；（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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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

目列报；（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项目中列报；（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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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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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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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

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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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设主体 

名称 新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 期末净资产 合并日至期末净利润 

武汉梦时代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日  -597,454.49 -597,454.49 

2、清算主体 

名称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 

武汉武商一卡通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7日 

十堰昌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7月31日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董事长： 陈军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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