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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2018-003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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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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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中商 股票代码 00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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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国华 刘蓉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９号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９号 

电话 027-87362507 027-87362507 

电子信箱 / whliur@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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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475,597.58 2,018,016,434.16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199,193.20 44,480,239.34 12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6,501,338.60 43,655,382.89 2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55,312.68 42,141,559.36 -12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18 12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18 12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6% 5.58%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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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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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1,393,630.13 2,831,507,312.57 -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4,404,065.28 1,132,449,211.68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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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参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1.25% 103,627,794 0 0 103,627,794 － 0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0% 12,299,998 0 0 12,299,998 － 0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5% 4,406,387 0 0 4,406,387 － 0 

UBS AG 境外法人 0.90% 2,270,465 2,270,465 0 2,270,465 － 0 

胡余友 境内自然人 0.67% 1,687,500 1,687,500 0 1,687,500 － 0 

程辉 境内自然人 0.60% 1,499,900 1,499,900 0 1,499,9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九泰久盛量化先锋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1,342,104 1,342,104 0 1,342,104 － 0 

张利 境内自然人 0.51% 1,289,993 -130,000  0 1,289,993 － 0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752,382 0 0 752,382 － 0 

董志斌 境内自然人 0.29% 738,200 16,100 0 738,200 － 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的情况（如有）（参见注 3）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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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仅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公司控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3,627,794 人民币普通股 103,627,794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299,998 人民币普通股 12,299,998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06,387 人民币普通股 4,406,387 

UBS AG 2,270,465 人民币普通股 2,270,465 

胡余友 1,6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7,500 

程辉 1,4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泰久盛量化先锋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342,104 人民币普通股 1,342,104 

张利 1,289,993 人民币普通股 1,28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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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752,382 人民币普通股 752,382 

董志斌 738,200 人民币普通股 738,2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

普通股股东和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①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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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仅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公司控股股东。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参

见注 4） 

公司股东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299,9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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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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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零售相关业 

2018年上半年，国内零售业的发展模式正处于转型升级的过渡阶段，行业内并购整合、业态转型升级

及新零售业务创新发展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主驱动力。公司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继续深化转型升级三大

主攻方向，紧扣全面提高经营发展质量这个核心，按照准确调整、敏捷经营、精细管理、务实改革、稳健

发展的思路，大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0.57亿元，同比上升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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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利润总额16,580.36万元，同比增长100.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19.92万元，同比

增长129.76%，主要是确认中山大道927号房屋征收补偿收入5,576.40万元，毛利率提升1.22个百分点，财务

费用降低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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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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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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