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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7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20-039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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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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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7,947,401.96 3,829,353,130.17 1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1,025,266.45 236,776,141.67 1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6,031,711.11 229,655,739.82 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340,489.66 -8,799,548.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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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4% 8.71%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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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7,869,645.54 5,107,757,768.13 1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99,794,065.39 3,057,088,798.94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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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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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43% 141,799,575    

中民财智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4% 54,895,100  冻结 25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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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稳健增

长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21% 3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其他 1.81% 24,600,000    

天达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天

达环球策略基

金－全中国股

票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1.46% 19,889,789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八零五组

合 

其他 1.21% 16,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0.85% 11,5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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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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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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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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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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794.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98%；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102.5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0.24%。另外，2020上半年增值业务收入233,556.95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工作如下： 

1、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作为四川省及成都市重要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重点联系企业，公司高度重视，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成立了应急工作小组。 

公司三大配送中心24小时待命，从大年初一就开始加班，全力保障3000多家门店商品配送，确保春节市场供应，同时积

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运送应急物资,三大配送中心日均配送量4000吨。公司库存量保证供应重要生活必需品15天以上。公司

所有门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大部分门店作了延时服务（成都市中心百余家24小时门店均24小时营业），确保消费者方便购

物、货源储备充足。疫情期间3000多家门店做到了不关门、不断货、不涨价，为保障市场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次战疫工作中，为满足广大市民在生鲜等方面的需求，公司根据各门店实际经营情况，对各门店营业时间、商品灵

活调控。同时，为帮助受疫情影响的成都高新东区、新津、大邑等地农户销售滞销草莓、蔬菜、水果等，派出生鲜采购团队

直赴产地对接，既解决了农户农产品滞销的问题，也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新鲜实惠的农产品，承担了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也

为脱贫攻坚做出应有贡献，受到了广大消费者及社会各界的认可。 

公司及董事长曹世如为疫情防控捐款捐物超500万元；公司还投入数百万元购买测温仪、消杀物资等，认真落实疫情防

控，做到全员新冠肺炎零感染。 

为鼓励员工，疫情期间公司为门店员工发放抗疫补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公司对在疫情中坚守岗位的广大一线员工

给予了表彰及肯定。 

2、在川内布局发展的同时，公司一直在探索更适合自己的出川之路。一方面，公司坚持“以四川为中心、成都为核心”

的战略发展方针，在上半年爆发了疫情的特殊时期，并未放缓纵深网络布局工作，加速开拓市场，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川内的

便利超市行业领先优势。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共有门店3189家，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129家，关闭门店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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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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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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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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公司以信息管理系统使用权、管理团队和模式、供应链平台输出作价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与兰州国资利民资

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甘肃省红旗便利连锁有限公司，本次共同设立公司，公司以管理输出

的方式正式走出了四川，这是公司对新经营模式的探索实践，在提升公司影响力的同时也为公司的进一步扩张奠定良好基础。 

3、线下门店是公司发展的主线，但公司也一直在加强线上布局，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已成为一种热门，在此情况下，

公司抓住时机，线下线上齐进，适时推出直播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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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

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祥见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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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未发生变更，均为母公司、红旗批发、武侯红旗、成华红旗、高新红旗、青羊红旗、红旗咨询、四川红旗、

温江红旗、锦江红旗、眉山红旗、内江红旗、绵阳红旗、金牛红旗、简阳红旗、乐山红旗、都江堰红旗、黄果兰网络、新都

红旗、红旗超市、红旗生态、欣隆佰易通、柳城批发，共2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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