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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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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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1]008231号审计报告，本公司2020

年度（母公司报表）实现净利润为-291,868,623.85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85,936,671.98元，2020

年度（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05,931,951.87元。 

因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为亏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了公司资金现状、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经研究决定，公司2020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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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好集团 60077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磊 韩玮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548号 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548号 

电话 0991-4553700 0991-4552701 

电子信箱 yhjt600778@163.com yhjt600778@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商业零售业务，经营业态包括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大型综合超市、标准超市、

超市便利店等。截至 2020 年年末，公司旗下共开设百货商场及购物中心 14 家（不含友好百盛、天百

奥特莱斯及商标授权店）、大型超市及标超 7 家，“YO+友好生活”便利店 39 家（其中自营店 9 家、加

盟店 30 家），分布在以首府乌鲁木齐市为核心的新疆多个地州城市。通过百货、超市、餐饮、电器、

文化娱乐等多种业态的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公司的商业规模和商业零售总额在新疆商业流通领域始

终名列前茅。 

公司经营模式目前以联营为主，自营和租赁为辅，随着商业零售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公司经营体制

改革的实施，公司近年来逐步扩大租赁业态的占比。公司联营模式所涉及的商品品类主要有：男女服

装、鞋帽箱包、婴童服饰用品、家居用品、珠宝饰品、钟表眼镜、化妆品、家用电器、食品及日用品

等；自营模式所涉及的商品品类主要有：部分化妆品、部分服饰、部分家用电器、部分休闲食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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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食品和日用百货等；租赁模式所涉及的项目主要有餐饮、儿童游乐、文化教育、娱乐休闲、部分服

饰百货及杂货等。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与大批具备经营实力、商品品质过硬、品牌口碑较好的供应

商和商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积累了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二）行业情况说明 

2020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 101.60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新疆地区生产总值（GDP）

1.38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4%，增速高于全国 1.1 个百分点。2020 年全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39.20 万亿元，同比下降 3.9%；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62.55 亿元，同比下降 15.3%。 

行业数据方面，2020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下降 13.8%，增速低于上年同期 13.4

个百分点。2020 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9.76 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14.8%，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9%，比上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2020 年新疆企业通过网上销售实现零

售额 309.20 亿元，同比增长 27.6%；新疆本地消费者通过网购实现零售额 1,032.50 亿元，占新疆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33.7%，比上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新疆统计局） 

2020 年，新冠疫情使得实体零售企业经营状况呈现一定分化，百货及购物中心企业全年业绩总体

下滑明显，超市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小。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疫情带来的冲击，实体零售企业持续

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居民消费方式的改变，部分超市企业通过自营或外部电商平台实现生鲜等食品销

售和配送，发挥了重要的民生保障功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2020 年国内消费市场呈现以下

主要特点：一是商品消费持续回升，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二是餐饮消费稳定复苏，服务消费逐步回暖；

三是新型消费快速发展，线上线下加快融合；四是市场供给不断优化，境外消费加速回流；五是城乡

市场同步恢复，部分地区由负转正；六是消费价格总体平稳，食品价格涨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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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335,347,242.39 4,934,811,323.50 -12.15 4,992,539,743.95 

营业收入 1,955,299,994.41 5,238,605,729.82 -62.68 5,633,311,194.60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058,894.33 115,940,779.47 -347.59 36,160,31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5,147,429.53 20,834,759.58 -1,660.60 73,747,96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8,369,736.45 913,813,806.62 -31.24 764,177,228.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488,926.96 338,266,617.36 -36.30 69,502,334.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16 0.3722 -347.61 0.11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16 0.3722 -347.61 0.1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7 13.60 减少50.87个

百分点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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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060,249.40 560,399,647.84 343,743,100.00 570,096,9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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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73,113.61 -25,891,717.22 -87,211,882.71 -138,082,18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6,736,641.42 53,369,913.89 -86,421,439.81 -255,359,26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897,777.62 93,096,696.49 17,623,939.16 63,870,5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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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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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0 77,872,723 25.00 0 质押 4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 

0 17,006,672 5.46 0 无   国有法人 

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0 14,170,000 4.55 0 无   国有法人 

李松强 0 4,196,112 1.35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岳彪 68,900 3,389,901 1.09 0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前关商贸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0 2,715,200 0.87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黄丽平 2,503,900 2,503,900 0.8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嘉德利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嘉德

利常胜 2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269,100 2,269,100 0.73 0 无  其他 

拉萨市星晴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2,000,050 2,000,050 0.6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丁健 0 1,865,561 0.60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在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中，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

为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前关商贸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为大商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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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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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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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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5,530.00 万元，较上年下降 62.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友好集团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净利润-28,705.89 万元，较上年下降 347.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829.83 万元，较上年下降 1660.60%。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系：①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

则，联营业务模式收入采用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②公司所属商业零售行业受

新冠疫情冲击较大，公司下属门店销售额受疫情影响下降明显；③受消费增速持续放缓、实体门店竞

争加剧、网上销售及社区团购分流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销售有所下降。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较上年大幅下降主要原因系：①受公司所在地发生两次疫情的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公司对供应商、租赁商户等合作方减免了疫情防控闭店期间的租金和欠标款，

公司利润相应减少；②受消费增速持续放缓、实体门店竞争加剧、网上销售及社区团购分流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销售有所下降，公司利润相应减少；③为消除潜在经营风险，公司对 2020 年年末各类资

产进行了全面清查，按照资产减值测试结果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31,166.65 万元；④上年度公司全

资子公司利通物流公司收到房屋征收补偿款 12,693.20万元，产生资产处置利得 11,197.19 万元。 

 

2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商业 1,482,429,927.28 1,199,352,836.60 19.10 -67.75 -68.92 增加 3.0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商业-百货零售 674,873,867.97 572,364,526.69 15.19 -78.44 -78.31 减少 0.51 个百分点 

商业-超市零售 756,202,600.75 586,325,570.11 22.46 -43.47 -47.25 增加 5.54 个百分点 

商业-电器零售 9,768,187.65 3,189,854.20 67.34 -85.18 -94.39 增加 53.53 个百分点 

商业-其他零售 41,585,270.91 37,472,885.60 9.89 -33.42 -27.48 减少 7.38 个百分点 

合计 1,482,429,927.28 1,199,352,836.60 19.10 -67.75 -68.92 增加 3.0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乌鲁木齐市 1,083,247,564.99 875,836,788.65 19.15 -69.32 -70.15 增加 2.25 个百分点 

北疆区域 297,179,217.30 244,952,790.86 17.57 -60.49 -62.15 增加 3.61 个百分点 

南疆区域 102,003,144.99 78,563,257.09 22.98 -67.54 -71.75 增加 11.49 个百分点 

合计 1,482,429,927.28 1,199,352,836.60 19.10 -67.75 -68.92 增加 3.06 个百分点 

注：上表中“北疆区域”含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伊宁市、奎屯市、石河子市、博乐市、昌吉市，

不含乌鲁木齐市；“南疆区域”含库尔勒市、阿克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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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系：①因本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联营业务模式收入

按照净额法确认，导致收入大幅减少；②公司部分门店在疫情期间暂停营业，商品销售收入较同期下

降。 

 

3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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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落实财政部发布及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通知文件，对公司当期

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无重大影响，也不涉及对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临 2020-008

号、009 号和 013 号公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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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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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七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新疆友好集团库尔勒天百商贸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 51 51 

新疆友好（集团）友好源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新疆友好（集团）旅行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新疆友好利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新疆阳光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 100 

新疆友好华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新疆友好（集团）友好燃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期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