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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7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18-047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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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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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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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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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753921@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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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16,244,415.75 3,432,772,885.71 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823,648.82 98,522,534.66 5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4,950,930.98 98,408,975.26 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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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4,231,350.08 147,073,805.34 25.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7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7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4.42%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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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2,628,767.48 4,308,288,666.52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45,138,494.78 2,318,874,845.96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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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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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世如 境内自然人 24.08% 327,420,000 326,145,000   

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00% 285,600,000    

中民财智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0% 108,800,000  质押 108,800,000 

四川三新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41% 60,000,000    

曹曾俊 境内自然人 3.55% 48,280,000 47,430,000   

北京昊青财富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昊青价值

稳健 8 号投资

基金 

其他 1.00% 13,551,449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1,531,10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二组合 
其他 0.84% 11,488,426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优势精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4% 1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美丽 30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1% 6,99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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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昊青价值稳健 8 号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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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0,013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3,551,44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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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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目标，充分发挥行业领

军优势，加速门店建设，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继续保持了收入及利润的双增长，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度

的经营目标和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不含税商品收入361,624.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4%，增值业务收入307,356.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3.18%，实现利润总额17,825.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482.36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57.15%，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各方面工作按计划开展，并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如下： 

1、门店拓展及打造社区生鲜新业态 

2017年末公司与永辉超市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双方优势互补就生鲜业务开展深度合作。 

2018年初，公司即根据门店的布局、商圈位置等条件，陆续对门店升级改造。生鲜门店方面：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有

38家生鲜门店开业，正在升级改造的门店有23家，且后续将陆续对适合经营生鲜的门店进行升级改造。门店方面：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共有门店2765家，报告期内，新开门店66家，关闭门店31家，公司以经营便利超市为主，门店平均面积在200平

米左右，单个新开、关闭门店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不大。 

报告期销售收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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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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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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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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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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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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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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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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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线下加强促销力度，线上加强网络营销 

为进一步增强客户黏性，公司加大新媒体与社交媒体的运营，通过对公司整体形象的宣传，突出市场定位与服务特色，

提升品牌形象。 

公司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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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进一步加强营销网络的建设和

完善，充分利用大数据，启动红旗云大数据平台，实现公司经营的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在加强自有营销网络建设的同时，

公司也与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合作，报告期，公司与美团开展业务合作，向其超市板块供应精选商品。 

线下经营方面，精选优质商品加强促销活动，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提升门店客流量。 

3、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来源社会，回报社会。长期以来，红旗连锁勇担社会责任，发挥上市公司引领作用，积极关注、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累计向社会捐赠达5000多万元。    

    报告期，公司参与捐建凉山州“中央厨房”公益项目，向凉山州昭觉县捐赠20万元，帮助贫困地区小学生在求学过程解决

用餐问题；通过红原县红十字会捐赠20万元，助力红原县农牧民脱贫奔康；通过成都市慈善总会捐赠30万元，用于帮残和助

学公益项目；通过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赠20万元，定向帮扶阿坝州洪涝灾害受灾乡镇灾后重建。参加“走出大山看世界”

公益游学活动，并捐赠3万元，为贫困地区孩子公益助学提供帮助。     

    同时，公司积极开展产业精准扶贫，结合多年产业扶贫经验，通过多方合作，搭建产业兴旺长效机制，以产业振兴贫困

村，着重解决农产品销售出路的问题，促进当地贫困户脱贫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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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以自有资金出资255万元，受让成都欣隆佰易通商贸有限公

司5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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