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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7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21-016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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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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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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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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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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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对于连锁超市行业中便利超市细分领域而言，因销售的产品主要是居民日常生活必需的商品，总体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和

周期性。 

    一、行业发展情况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全省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经济持续回升。据四川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824.9亿元，同比下降2.4%。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16791.9亿元，下降2.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32.9亿元，下降2.1%。商品零售18342.4亿元，下降1.5%。从热点商品

看，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增长13.5%。日用品类增长6.5%。 

     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主营业务为便利超市的连锁经营，以“方便、实惠、放心”为经营特色，多年来始终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已发展成为“云

平台大数据+商品+社区服务+金融”的互联网+现代科技连锁公司。从全国便利连锁超市细分领域来看，公司的经营规模、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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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也位于同行业前列，为中国A股市场首家便利连锁超市上市企业。 

  报告期，市政府为促进消费扩容，多次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需求，随着疫情的稳定及各积极政策的推动，消费市场逐步复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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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9,053,380,331.60 7,822,778,964.68 15.73% 7,220,017,61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872,067.98 516,224,087.53 -2.20% 322,709,91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6,856,920.59 493,543,607.75 -7.43% 307,723,312.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4,649,969.04 275,596,691.39 79.48% 661,821,298.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8 -2.63%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8 -2.63%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8% 18.25% -2.67% 13.1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120,784,252.27 5,107,757,768.13 19.83% 4,794,059,43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43,640,866.92 3,057,088,798.94 12.64% 2,612,944,711.4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45,432,036.27 2,172,515,365.69 2,290,601,450.52 2,244,831,47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059,364.69 117,965,901.76 141,932,683.74 101,914,11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965,674.59 108,066,036.52 138,318,172.74 72,507,036.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809,265.55 333,468,775.89 77,156,755.92 485,833,7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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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5,83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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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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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53,73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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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民财智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9% 38,009,87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稳健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9% 38,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其他 1.82% 24,740,00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八零五组

合 

其他 1.32% 18,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1,531,1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实

瑞享定期开放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4% 8,70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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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中民财智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8,009,870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38,009,87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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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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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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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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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稳健经营，有序推进，继续保持四川零售行业领先地位。 

1、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对门店提档升级，优化商品结构，增强门店社区运营能力。 

2、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大红旗云数据平台投入，优化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和劳资系统，提高工作效率及管理效率。 

 3、加强物流建设。(1)改扩建温江物流配送中心；(2)成立自贡红旗物流有限公司，为三年内公司再增加1000家门店的配

送能力；(3)增加冷链仓储区域，提升公司冷链物流的能力；(4)与兰州国资利民合资成立甘肃省红旗便利连锁有限公司，成

功跨省复制红旗连锁经营管理模式。 

4、积极抗疫、承担社会责任，疫情期间公司三大配送中心24小时待命，全力保障所有门店的商品配送，确保市场供应，

做到了不关门、不断货、不涨价，满足近8000万人次生活需求。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商务部、四川省、成都

市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嘉奖。 

2020年，全年新开门店远超计划。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门店3336家。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302家，关闭

门店36家，老店升级改造160家。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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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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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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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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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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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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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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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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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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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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实现大幅增长，2020年实现总收入148.02亿元（其中商品含税销售收入101.19亿元，增值业务

收入46.83亿元）。 

整体业务及主营业务实现双增长。 

报告期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5亿元，其中主营业务净利润4亿元，同比上升15.55%；投资收益1.05亿元。 

      5、2021年经营计划 

      2021年公司将继续充分发挥现有优势，做强、做大、做优，实现业绩的稳步增长，勇担社会责任。 

   （1）继续加强全川门店的战略布局，计划新开门店350家。同时，加快在甘肃区域红旗便利门店的拓展步伐，加大海南

红旗进出口贸易业务力度。 

   （2）加快科技创新，更好地服务社会、回报社会，助力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 

   （3）作为31届大运会商超类独家供应商，公司将以此为机遇，推动消费升级，打造全新购物场景，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

影响力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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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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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

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670,538,663.48 -134,294,545.30 

其他应付款 -58,703,164.42 -58,703,164.42  

合同负债 653,271,688.19 173,332,365.14 

其他流动负债 75,970,139.71 19,665,3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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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115,415,370.30 -101,701,216.19 

营业成本 -2,296,095.31 11,418,058.80 

销售费用 -113,119,274.99 - 113,119,274.99  

2、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号），自2020年6月19日起施

行，允许企业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

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

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销售费用合计人民币5,990,969.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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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新设成立子公司海南红旗、自贡红旗、自贡物流，自设立起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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