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97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22-011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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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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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8-87825530 028-87825530 

电话 028-87825762 028-87825762 

电子信箱 zj@hqls.com luole@hq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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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四川地区疫情仍有小范围反复，全省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据四川统计局数据：2021年，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19816.2亿元，比上年增长15.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317.1亿元，增长17.1%。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

20783.6亿元，增长13.3%；从限额以上企业（单位）主要商品零售额看，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比上年增长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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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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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525,459,819.48 6,120,784,252.27 22.95% 5,107,757,76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83,911,985.77 3,443,640,866.92 6.98% 3,057,088,798.9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9,351,070,833.62 9,053,380,331.60 3.29% 7,822,778,96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1,330,481.60 504,872,067.98 -4.66% 516,224,08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8,553,425.11 456,856,920.59 -4.01% 493,543,60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397,063.83 494,649,969.04 109.52% 275,596,691.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7 -5.41%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7 -5.41%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0% 15.58% -2.18%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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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0,117,448.27 2,276,607,773.72 2,463,732,426.45 2,350,613,18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070,436.97 97,280,733.79 127,880,556.61 132,098,75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371,299.76 74,694,211.01 124,406,357.94 117,081,55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69,902.99 411,809,083.34 275,683,399.12 361,674,4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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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6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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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曹世如 境内自然人 24.08% 327,420,000 245,565,0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00% 285,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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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32,560,71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4% 22,327,964    

挪威中央银行-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52% 20,645,200    

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投资管理

公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99% 13,496,339    

方金格 境内自然人 0.93% 12,59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媒体互联

网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6% 10,378,78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实

沪港深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5% 10,23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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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60710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325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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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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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也未发生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对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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