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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18-31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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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代行）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锦松 陈雯 

联系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

道 65-71 号汇丰企业总部 8 号楼 B 座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

65-71 号汇丰企业总部 8 号楼 B 座 

电话 027-82832006 027-82832006 

传真 027-82832006 027-82832006 

电子信箱 zhangjs@whzb.com whzbc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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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825,250,785.69 7,701,647,170.39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59,099,046.67 136,211,152.14 23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716,714.43 -75,060,701.79 1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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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10,377,529.20 360,333,304.02 13.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20 237.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20 237.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5% 4.48% 增长 9.7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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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9,029,544.12 7,755,078,743.49 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416,485,398.48 2,998,173,329.50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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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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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7% 136,684,090 64,741 质押 40,585,387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2% 102,284,543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3% 94,853,195  质押 40,585,387 

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84% 67,016,493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23% 42,407,628  质押 42,400,00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34,051,090    

长江证券－工商银行－长江证券超越理

财宝 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3% 10,396,700    

吴学群 境内自然人 1.20% 8,170,444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6,296,831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

产品 
其他 0.89% 6,069,3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华汉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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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同为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重庆

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永辉物流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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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围绕“创新、转型、升级”，加快发展优势业态，提高存量资产效益，大力

降低门店亏损，积极运用新技术，探索全渠道，销售呈现止滑回升趋势，主营业务实现扭亏

为盈。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8.25亿元，同比增长1.60%，利润总额6.23亿元，同比增长324.7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4.59亿元，同比增长237.05%。上半年，公司着力抓了以下重点工作： 

①持续推进超市网点发展。仓储大卖场立足主城区开店，新开门店2家，完成8家新店签

约，5家改造规划设计。超市公司围绕新兴居民区和成熟社区，新增邻里生鲜绿标店5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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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标超店21家，中百超市网点总数达734家。便利店公司围绕核心商圈和交通枢纽加快发展，

新增中百罗森便利店47家，网点总数达到238家。截止2018年6月末，公司网点数为1174家，

较同期1057家增加117家。 

②加大供应链优化力度。加强商品库存周转管理，优化品类结构，不断提升商品销售集

中度和毛利率。加大新品引进力度，从新品引进、门店分销、陈列执行、营销策划、绩效考

核等各个环节全面深化和推动新品经营，提高新品经营绩效。 

③提升中百大厨房品牌核心竞争力。在积极做好存量市场上，中百中央大厨房以两家超

市公司及便利店经营需求为导向，不断研发新品，努力提升产品质量，通过现场复热、简单

烹饪大厨房系列产品，营造现场制作氛围，吸引客群，带动销售增长。在拓展外围增量市场

上，中百中央大厨房通过调整优化配餐菜品结构，推进大宗客户“每日多餐食”选购及 “智

慧食堂”学生餐等项目，通过客户定制模式，积极挖掘大宗客户，成功进入长沙、南昌市场。 

④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多点自由购业务已实现138家仓储超市门店上线，O2O业务仓储超

市上线79家门店，业务成交80万笔。完成微信小程序“会员付”、“数字推荐”等功能的开发，

已发展会员46.65万人。便民超市邻里生鲜“淘鲜达”项目4月在青年城店试点，日均网购占比超

过25%。无人零售便利店“好邦e购”开设6家，无人贩卖机业务已成功向市场投放。上半年，

公司O2O平台实现销售7873万元，较同期增加7572万元。 

⑤体制机制变革。一是围绕新零售业务及新业态经营，梳理调整组织架构，增设了新零

售发展部门。二是完善新模式合伙及门店合伙制方案。仓储公司制定超市事业部、生鲜事业

部合伙制方案及区域、门店月度激励方案；超市公司在原有个人合伙的方式上优化为团队合

伙，扩大了参与范围，从根本上调动门店全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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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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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张锦松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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