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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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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朱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新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丽珺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903,014,202.92 3,810,694,385.34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76,536,142.17 1,380,076,342.84 -0.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3,050,254.06 124,071,672.60 -408.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419,964,855.00 3,213,935,168.64 -5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540,200.67 34,236,637.02 -11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12,685.23 34,199,607.16 -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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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06 2.45 减少 2.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5 0.1019 减少 107.36个百分点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5 0.1019 减少 107.36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20,194.1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

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37,844.56 2,361,771.8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911,331.83 945,2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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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

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

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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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

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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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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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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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

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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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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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

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945.94 -1,606,780.5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05,660.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8,085.51 -318,071.93  

合计 272,484.56 1,802,4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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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3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潘锦海 293,505,198 62.39 0 质押 209,090,000 
境 内 自

然人 

新疆鑫源汇信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520,000 5.00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潘艺尹 19,075,602 4.06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乌鲁木齐博瑞尚荣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394,900 1.15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新疆金汇佳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306,700 1.13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蔡伟 3,943,684 0.84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上海盎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盎泽火眼金

睛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613,908 0.77 0 无 0 其他 

上海戎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戎懿稳盈 1

号私募投资基金 

2,560,144 0.54 0 无 0 其他 

上海照友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照友量化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43,212 0.50 0 无 0 其他 

上海照友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照友量化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32,956 0.50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潘锦海 293,505,198 人民币普通股 293,505,198 

新疆鑫源汇信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20,000 

潘艺尹 19,075,602 人民币普通股 19,07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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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博瑞尚荣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394,900 人民币普通股 5,394,900 

新疆金汇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306,700 人民币普通股 5,306,700 

蔡伟 3,943,684 人民币普通股 3,943,684 

上海盎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盎泽火

眼金睛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13,908 人民币普通股 3,613,908 

上海戎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戎懿稳

盈 1号私募投资基金 
2,560,144 人民币普通股 2,560,144 

上海照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照友量

化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43,212 人民币普通股 2,343,212 

上海照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照友量

化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32,956 人民币普通股 2,332,9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本报告期,公司持股前十名股东中：潘锦海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潘艺尹为实际控制人之女；乌鲁木齐博瑞尚荣

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金汇佳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员工持

股的股权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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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率 
原因

分析 

应收账款 105,090,926.63 75,931,468.65 29,159,457.98 38.40% 注 1 

应收款项融资   12,764,095.85    25,922,907.12  -13,158,811.27 -50.76% 注 2 

其中：应收利息  2,525,158.89   1,049,139.77  1,476,019.12 140.69% 注 3 

存货  358,047,134.55   244,567,695.65  113,479,438.90 46.40% 注 4 

在建工程 39,633,365.73 15,895,132.59 23,738,233.14 149.34%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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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45,330,000.00 -45,330,000.00 -100.00% 注 6 

应付账款 622,872,691.68 1,005,523,104.35 -382,650,412.67 -38.05% 注 7 

长期借款 631,060,975.42 195,385,831.62 435,675,143.80 222.98% 注 8 

预计负债 1,103,981.72 3,308,924.72 -2,204,943.00 -66.64% 注 9 

资本公积 206,780,266.99 341,180,266.99 -134,400,000.00 -39.39% 注 10 

实收资本（或股

本） 
470,400,000.00 336,000,000.00 134,400,000.00 40.00%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变动比例 
原因

分析 

其中：营业收入 1,419,964,855.00 3,213,935,168.64 -1,793,970,313.64  -55.82% 注 11 

利息收入 3,923,755.64 24,702,596.19  -20,778,840.55  -84.12% 注 12 

其中：营业成本 964,686,193.26 2,608,030,556.94 -1,643,344,363.68  -63.01% 注 13 

加：其他收益 2,403,840.42 809,410.09  1,594,430.33  196.99% 注 14 

投资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863,030.56 -496,619.36  -366,411.20  不适用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733,126.18 1,690,430.44  -2,423,556.62  -143.37% 注 15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420,194.14 -107,331.90  527,526.04  不适用 
 

加：营业外收入 929,265.18 2,400,428.19  -1,471,163.01  -61.29% 
 

减：营业外支出 2,536,045.75 5,501,180.32  -2,965,134.57  -53.90% 注 16 

减：所得税费用 5,378,683.45 16,302,950.31  -10,924,266.86  -67.01% 注 17 

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3,540,200.67 34,236,637.02  -37,776,837.69  -110.34% 注 18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变动比例 
原因

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3,050,254.06 124,071,672.60  -507,121,926.66  -408.73% 注 19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011,191.34 -131,202,318.56  76,191,127.22  不适用 注 20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32,627,665.27 -174,820,653.08  607,448,318.35  不适用 注 21 

注1：系公司应收款项增加； 

注2：系公司应收票据到期； 

注3：主要系报告期新疆汇嘉时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应收利息增加； 

注4：主要系公司购买贵州茅台酒，导致商品库存增加； 

注5：主要系门店装修改造项目增加； 

注6：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注7：主要系应付供应商货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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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主要系公司增加银行借款； 

注9：主要系原新疆好家乡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市子午店（现已迁址更

名为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市成渝店）与原门店物业出租方石河子市华资商贸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将法院判决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从预计负债转入费用； 

注10：系公司在上半年以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36,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转增134,400,000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70,400,000股； 

注11：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联营收入核算由总额法改为净额法。剔除新收入

准则影响（按总额法同比口径），公司2020年7-9月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2.71%，毛利率同比下降2.11

个百分点； 

注12：主要系新疆汇嘉时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收取客户利息减少； 

注13：系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联营收入核算由总额法改为净额法； 

注14：主要系取得相关政府补助； 

注15：系应收款项收回； 

注16：系根据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减少了相关对外捐赠； 

注17：系受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及利润大幅下降； 

注18：系受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大幅下降； 

注19：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 

注20：主要系本年度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注21：主要系公司取得银行借款及其他融资收到的现金增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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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议案》，详见《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汇嘉食品产业园公司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于2019年2月15 日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经公开竞价以人民币4415万

元取得了位于兵团乌鲁木齐工业园区，面积为13万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详见《新疆汇

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011）。汇嘉食品产业园公司已于2019年2月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国土资源局签订

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已全面展开常温配送中心、生

鲜加工配送中心及相关配套工程的建设施工进程，各项建设工作正按计划顺利推进中。 

3.2.2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新疆和田市投资人民币5000万

元，设立生物科技公司，运营保健食品产业项目，详见《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

立全资子公司运营保健食品产业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新疆康宇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已于2019年9月设立。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产品已正式投放市场销售。 

3.2.3 2011年11月13日，好家乡超市与克拉玛依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场

地租赁合同》，承租其位于克拉玛依市前进小区内天成世纪广场建筑面积为11635.42㎡的商业用

房，用于超市经营。承租方认为租赁权益没有完全得到保障，因此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解除

双方的租赁合同，由克拉玛依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好家乡超市的损失赔偿和承担违

约责任。2019年8月28日，克拉玛依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克拉玛依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提出反诉，并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好家乡超市也新增了诉讼请求，诉求金额超出了基层

法院管辖额度范围。克拉玛依市人民法院依法将该案件移送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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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开庭审理此案, 并于2020年9月15日作出民事判决：好家乡

超市与克拉玛依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书》于

2020年5月18日解除；好家乡超市将置留的相关货架于2020年9月30日前搬离完毕，并将相关已经

安装的货梯、坡梯及装修装饰物返归克拉玛依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好家乡超市向克拉

玛依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共计2,946,442.20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好家

乡超市已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3.2.4 2012年12月12日，好家乡超市与新疆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

同》，承租其位于奇台县古城南路建筑面积为14850㎡的商业用房，用于超市经营。因新疆大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能履行出租方的维修义务和物业管理责任，因此好家乡超市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并由新疆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好家乡超市的全部损

失和违约责任。奇台县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12月5日开庭审理此案。主审法官依职权将此案移送至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对此案无管辖权，因此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决定管辖权归属。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与奇台县人民法院协商，

好家乡超市撤诉，重新在奇台县人民法院立案。奇台县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7月1日开庭审理此案。

由于新增了诉讼请求，新疆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延期开庭。后法院定于2020年10月16日

开庭，但新疆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代理人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再次延后开庭时间。截止本

报告披露日，尚未接到开庭通知。 

3.2.5 2010年11月15日，好家乡超市与新疆宏晟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

承租其位于乌鲁木齐市体育馆路396号一至四层建筑面积为10272㎡的商业用房，用于超市经营。

因新疆宏晟置业有限公司违约，导致好家乡超市至今无法正常使用租赁标的，好家乡超市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由新疆宏晟置业有限公司承担好家乡超市的全部

损失，并依据合同承担违约责任。新疆宏晟置业有限公司提出反诉。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经公开开庭审理，于2020年4月11日作出民事判决：好家乡超市支付新疆宏晟置业有限公司租金（含

管理费）3,677,940元；驳回好家乡超市要求解除双方于2010年11月15日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

同》等一系列诉讼请求；驳回新疆宏晟置业有限公司要求好家乡超市支付违约金等相关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好家乡超市提出上诉。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理，并与2020年9月29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疆宏晟置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好家乡

超市列为被告，诉请法院判令解除其与好家乡超市于2010年11月15日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

以及其后签订的《房屋租赁补充协议》和《房屋租赁补充协议二》；判令好家乡超市给付房屋场

地租赁费、违约金、履约保证金、相关诉讼费用等共计24,614,816元；请求依法解除租赁合同后，

判令好家乡超市三日内移交乌鲁木齐市体育馆路396号一层至四层的商业地产。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11月19日开庭审理此案。 

3.2.6  2014年5月20日，好家乡超市与博乐市新民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场地租

赁合同》，承租其位于博乐市杭州路“万象汇”项目的地上1至3层总建筑面积约12278.26平方米

的商业用房，用于超市经营。好家乡超市认为房屋不具备约定的交付条件，未接收也未使用该房

屋。博乐新民居起诉好家乡超市，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好家乡超市提出反诉。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博乐垦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民事判决：好家乡超市向博乐市新民居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710,000元、支付律师代理费150,000元；博乐市新民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向好家乡超市退还定金1,000,000元、暖气费312,727.28元；驳回博乐市新民居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及好家乡超市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博乐市新民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

好家乡超市均提出上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作出民事裁定：撤销

一审判决；发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乐垦区人民法院重审。案件审理中，博乐市新民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增加了诉讼请求，诉求金额超出了基层法院管辖额度范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乐垦区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10 / 10 

 

人民法院依法将该案件移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中级人民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中

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6日和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与2020年9月29日作出民事判决：

博乐市新民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好家乡超市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20

年4月16日解除；好家乡超市向博乐市新民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共计7,356,603.28

元；驳回博乐市新民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好家乡超市的其他诉讼请求。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好家乡超市已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提出上诉，法院定于2020年11月17日开

庭审理此案。 

3.2.7 原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子午店（现已迁址更名为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市成渝店）原门店物

业出租方石河子市华资商贸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2日向石河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好家乡超

市和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子午店列为共同被告，诉请法院判令解除其与好家乡超市的租赁合同，并

要求判令赔偿其房屋损失费每日22,034.28元至归还房屋之日、用电服务费73,500元、违约金

747,848.40元以及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4月8日开庭审理此案。为

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好家乡超市当庭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令出租方退还2013年1月1日以来收

取的物业管理费和电费附加形成的管理费。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经三次开庭审理此案，于2019年9月

27日作出民事判决：解除石河子市华资商贸有限公司与好家乡超市及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子午店（现

已更名为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市成渝店）的租赁合同；好家乡超市及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市成渝店共

计向石河子市华资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相关费用2,355,171.14元；好家乡超市及好家乡超市石河子

市成渝店向石河子市华资商贸有限公司返还相关房屋；驳回石河子市华资商贸有限公司与好家乡

超市及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市成渝店的其他诉讼请求。好家乡超市及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市成渝店于

2019年10月9日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

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决

第一、二、四、五、六、七项；好家乡超市及好家乡超市石河子市成渝店共计向石河子市华资商

贸有限公司支付相关费用4,729,725.14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件已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再审立案。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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