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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1                                                                          证券简称：步步高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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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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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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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 股票代码 00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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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茜 苏辉杰 

办公地址 湘潭市韶山西路 309 号步步高大厦 湘潭市韶山西路 309 号步步高大厦 

电话 0731-52322517 0731-52322517 

电子信箱 bbgshiqian@163.com suhuijie1205@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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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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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070,442,473.07 9,568,158,155.08 9,761,893,204.93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032,475.88 215,430,375.53 244,113,002.48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2,739,643.36 202,564,375.03 202,878,539.86 14.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3,337,867.92 866,012,420.25 802,239,784.72 10.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59 0.2494 0.2826 1.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59 0.2494 0.2826 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 3.41% 3.85% -0.6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1,653,473,552.95 16,286,963,067.86 20,910,215,860.78 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53,894,123.43 6,355,570,525.94 7,493,350,403.1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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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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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步步高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99% 302,241,133 16,983,695 质押 162,983,695 

钟永利 境内自然人 7.09% 61,208,129  质押 12,350,000 

张海霞 境内自然人 6.01% 51,958,322    

林芝腾讯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0% 51,834,237    

江苏京东邦能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43,195,198    

金鹰基金－工
商银行－万向

信托－万向信

托－星辰 16 号

事务管理类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3.93% 33,967,391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4% 19,358,870    

新沃基金－广

州农商银行－

西藏信托－西
藏信托－顺景

40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93% 16,68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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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商业连
锁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1.69% 14,607,09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6% 7,43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之实际控制人王填先生与张海霞女士为夫妻关系，除此
之外，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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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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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GDP实现了6.3%的增长，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民生福祉不断
改善，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发展后劲持续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进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奠定了较

好基础。但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上升，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在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下，中国经济外部环境严峻，与自身发
展所面临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相叠加，使得稳增长、防风险的难度加大。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保持平稳增长态势。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70亿元，同比增长3.1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7亿元，同比上涨1.20%。2019年上半年新开超市门店42家，百货门店1家，同时关闭了2家在
2-3年内扭亏无望或物业无法续租的门店。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拥有各业态门店381家（超市业态门店329家、百货业态

门店52家）。 

报告期内，公司目前投资最大、业态最丰富，以及场景最集中的步步高长沙梅溪新天地项目2019年上半年实现GMV超

10亿元，同比增长25%；客流1400万，同比增长10％，2019年5、6月份实现单月盈利，长沙梅溪新天地项目提前进入盈利期
将为公司经营的持续向好、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数字化会员方面，截至目前，步步高实现数字会员1300万，会员销售占比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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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月度复购同比增长30%。 

步步高利用腾讯广告、微信支付流量、微信公众号、社群和小程序等智慧零售工具，通过小程序扫码购、微信支付及人

脸识别支付，提升全渠道数字化运营能力，融合到店和到家两个场景，进行整合营销，精准触达消费者，有效吸引顾客到店

消费，提高到家服务占比，全面提升用户复购率和单客贡献。截止到目前，步步高开通数字化运营门店200余家，线上 GMV

近7亿元。 

供应链改革方面，公司积极推进“聚焦以生鲜为核心”的供应链变革，通过生鲜的基地直采，减少中间环节，将逐步提高
商品毛利率。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07,044.25 976,189.32 3.16%  

营业成本 759,031.32 753,817.2 0.69%  

销售费用 181,273.64 158,502.1 14.37%  

管理费用 18,202.59 20,416.14 -10.84%  

财务费用 13,643.45 7,594.87 79.64%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因公

司经营发展需要而增加
借款导致利息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6,586.02 5,869.02 12.22%  

研发投入 1,318.42 836.05 57.70% 报告期研发投入为步步

高翔龙系统、步步高云通

物流系统、财务共享中

心、步步高支付系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8,333.79 80,223.98 10.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0,712.31 -65,686.05 -129.44% 报告期减少主要是新开

门店数量增加，自建长沙

星城项目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5,741.21 -1,505.05 5,796.90%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收到

借款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352.85 13,049.22 78.96%  

 

报告期公司新开超市门店42家、百货门店1家，进一步巩固了进驻区域的市场份额。报告期营业收入1,007,044.2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16%，为公司稳健发展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综合毛利率24.63%、较上年同期增加1.85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1）新开大型购物广场店以及百货自营转租赁，

增加了功能性项目，租赁面积增加。（2）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公司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增强。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研发费用合计213,385.8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561.98万元，增幅14.22%，

合计费用率21.13%，较上年同期上升2.63个百分点。费用率增加原因：（1）报告期公司新开超市门店42家、百货门店1家，
公司新开业的门店市场培育期一般为两年，培育期市场占有率不高、促销等费用投入较大、开办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比如

2018年12月底及报告期新开的丽发新城店、冷水江店等是以租金收入为主的广场店，面积近20万平米，费用率偏高；（2）

租赁面积增加，为了多层次满足顾客需求，增强顾客粘性，加大了餐饮及娱乐休闲等体验业态的比以重（此部分由主营业务

收入转为收取租金、使销售收入下降）；（3）为适应公司未来发展需要，进行了必要的数字化投入、人才储备和人才梯队

建设，并加强了各层级员工的技能、管理培训，以及员工薪酬调整等导致费用增加；（4）因经营发展需要，银行借款增加

导致利息支出增加。 

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703.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0%。 

报告期研发总投入1,318.42万元，其中费用化支出266.22万元。报告期研发投入为步步高翔龙系统、步步高云通物流系

统、财务共享中心、步步高支付系统。其中步步高翔龙ERP系统研发项目上线后，将从流程精细化、促销管理、自动补货、

品类管理等方面对现有业务进行全面提升，建立零售运营核心能力。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88,333.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11%。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近年持续

增长，并且明显超过同期净利润，表明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能够为公司的正常经营提供充分保障、

为公司的持续扩张提供有力支撑。 

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0,712.31万元，主要投资于：新开超市门店42家、百货门店1家，自建长沙星

城项目等，近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均为负值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处于成长期，每年开设多家门店，并连续购建自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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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其他长期资产，这些资产将为公司未来的快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5,741.21万元，主要为新增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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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 年3 月31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5 月2 日，财政部发布

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

上市企业自2019 年1 月1 日起施行。 

本次变更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一般企业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修订通知》”规定的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按其
规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本次变更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受“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4,712,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4,712,000.00 

 
受《修订通知》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4,960,581.35 
应收票据 4,217,659.80 

应收账款 70,742,921.5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103,204,739.58 
应付票据 721,157,367.78 

应付账款 3,382,047,371.80 

资产减值损失 19,468,837.21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9,468,8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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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

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湖南正鲜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04月

30日 

5,000,000.00 70.00% 非同一控制 

合并 

2019年04月

30日 

取得控制权 4,727,340.06 -1,511,9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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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成本及商誉 

    单位：元 

合并成本 湖南正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 5,00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268,689.78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4,731,310.22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单位：元 

 湖南正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1,015,287.65 1,015,287.65 

应收款项 546,462.82 546,462.82 

存货 828,658.75 828,658.75 

固定资产 1,515,937.77 1,515,937.77 

无形资产 104,558.47 104,558.47 

预付账款 828,711.72 828,711.72 

其他应收款 1,827,785.35 1,827,785.35 

长期待摊费用 1,887,297.69 1,887,297.69 

应付款项 5,250,047.88 5,250,047.88 

预收款项 979,306.68 979,306.68 

应付职工薪酬 395,970.00 395,970.00 

应交税费 15,431.78 15,431.78 

其他应付款 1,530,101.34 1,530,101.34 

取得的净资产 383,842.54 383,842.54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增加：  

 单位：元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长沙果滋农产品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9年5月 6,000,000.00 6,000,000.00 100% 

湖南步步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9年2月 5,000,000.00   100% 

 
合并范围减少：  

 单位：元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湖南执金国际珠宝有限责任公司 吸收合并 2019年1月     

娄底市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吸收合并 2019年3月    133,185,513.44  -24208.75 

湖南步步高连锁超市益阳有限责任公司 吸收合并 2019年2月    103,333,261.78    

岳阳市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吸收合并 2019年3月     63,010,917.33  -1,792,026.17 

南县步步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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