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933� � � �公司简称：永辉超市

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轩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明月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林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2,590,116,899.51 32,870,466,733.05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295,913,547.40 19,994,774,109.58 -3.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8,783,863.60 901,759,429.33 68.4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767,182,733.10 15,261,389,125.31 2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7,890,611.83 743,756,466.92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5,545,135.11 727,922,215.26 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3.80 增加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767,993.0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10,086,554.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

债务重组损益 -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49,090.0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669.25

所得税影响额 -731,843.74

合计 2,345,476.7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52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牛奶有限公司 1,913,135,376 19.99 286,934,440 无 境外法人

张轩松 1,407,250,222 14.70 191,409,242 质押 418,190,000 境内自然人

张轩宁 743,811,240 7.77 0 无 境内自然人

江苏京东邦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8,523,106 5.00 478,523,106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478,523,106 5.00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78,523,104 5.00 478,523,104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郑文宝 182,576,880 1.91 0 质押 37,450,000 境内自然人

叶兴针 182,576,880 1.91 0 无 境内自然人

谢香镇 182,576,880 1.9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66,343,400 1.7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牛奶有限公司 1,626,200,936 人民币普通股 1,626,200,936

张轩松 1,215,840,980 人民币普通股 1,215,840,980

张轩宁 743,811,240 人民币普通股 743,811,240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478,523,106 人民币普通股 478,523,106

郑文宝 182,576,880 人民币普通股 182,576,880

叶兴针 182,576,880 人民币普通股 182,576,880

谢香镇 182,576,880 人民币普通股 182,576,88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66,34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343,400

邓纯 92,438,700 人民币普通股 92,438,7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84,511,373 人民币普通股 84,511,3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张轩松和张轩宁属于一致行动人。 张轩松与张轩宁为兄弟关系，郑文宝为张

轩松、张轩宁两人的表兄；谢香镇为张轩松、张轩宁两人的妹夫；江苏京东邦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和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变动科目

期末余额

（万元）

年初余额

（万元）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98,950.49 187,043.60 -47.10 主要系本期赎回所购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84,076.60 42,291.36 98.80 主要系门店拓展、整改及物流建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0,000.00 - 100.00 主要系增加对外借款所致。

库存股 162,569.51 - 100.00 主要系股权激励回购库存股所致。

变动科目 本期金额（万元） 上年同期（万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271,822.93 195,970.76 38.71 主要系门店增加所增加的费用所致。

管理费用 68,534.65 33,285.88 105.90 主要系股权激励计提的管理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2,916.84 -2,008.18 -245.25 主要系结构性存款赎回利息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321.85 -1,789.69 -453.24 主要系基金赎回公允价值结转的影响。

投资收益 -2,825.68 2,566.72 -210.09 主要系部分基金分红后赎回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29.17 -297.40 145.18 主要系门店整改清理资产处致。

其他收益 951.65 - 100.00

主要系根据准则要求本年将与经营相关的补助计入本项目，

上期没有同步调整所致。

营业外支出 902.41 538.09 67.71 主要系闭店损失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6,599.35 120,270.76 55.15 主要系公司门店增长所增加的费用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97,665.36 -100.00

主要系去年售卖金枫酒业、收回前期联华股权转让款等业

务，本期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0.00 455.61 -62.69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收到联营公司分红较上年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635.12 299.54 112.03 主要系门店整改处置固定资产残值收入。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3,701.86 -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回结构性存款及赎回部分理财产品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90,894.52 42,572.67 113.50 主要系门店拓展、整改及物流建设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71,399.95 39,898.20 78.96 主要系本期对红旗连锁的投资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48,5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将现金用于结构性存款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15,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云创少数股东投入的现金，本期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0,000.00 68,909.00 -41.95 主要系本期新增对外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48.62 40.00 271.55 主要系本期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598.58 -0.27 221,596.30 主要系公司外汇存款汇率变动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开店及签约情况

3.2.1.1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开店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绿标店19家、永辉生活店47家、超级物种11家。

项目名称 门店业态 开业时间 租赁期限 租赁面积 物业地址

圣地雅阁 绿标 2018-2-2 15 5868.52 合肥市瑶海区临泉路与王岗路交口

贵州省龙里县名门时代广场

项目

绿标 2018-1-29 20 5390 贵州省龙里县正大街

元都广场 绿标 2018-1-13 20 6661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光华北大街与兴华东路

交口

富地广场项目 绿标 2018-1-19 15 9170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亚泰大街与迎宾路交

叉口南侧60米路东

淮安市建湖集团玖珑汇商业

广场

绿标 2018-1-18 20 5458.5

江苏省淮安市翔宇大道与经二路交汇处玖珑汇

商业广场二层

江阴万达广场 绿标 2018-2-3 15 7467.68 江阴市人民西路与文富路交叉口

东信电商产业园 绿标 2018-1-20 20 8327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源茂街与永泰南路西南角

延安万达广场 绿标 2018-2-9 15 5679.88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大东门街与北滨路交汇处

西南角

双铁广场 绿标 2018-1-1 20 10362 成都市郫都区天府路与学园路交叉口

四川银鑫五洲广场 绿标 2018-1-10 20 11980.22 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735号

四川青龙广场 绿标 2018-1-25 20 7845

成都市成华区街道东林村一组、四组内，动物园

东侧

成都新城市广场 绿标 2018-1-31 20 6941 成都市青羊区西大街与宁夏街交汇处

新津时代广场 绿标 2018-2-7 20 9675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五津县抚江社区一组

彭州泰和春天广场 绿标 2018-01-31 20 13798 四川省彭州市朝阳北路东侧、行政中路北侧

杭州西溪银泰城 绿标 2018-1-19 15 7245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崇仁路西南角

乐清市柳市现代广场购物中

心

绿标 2018-1-19 19 10000

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柳翁西路柳江路东南角柳

市现代广场

海宁爱琴海项目 绿标 2018-1-28 12 4914.8 浙江嘉兴海宁市工人路85号

华润万象里 绿标 2018-1-19 15 7328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与万象大道交汇处

（谢家湾小学旁）

綦江世纪花城 绿标 2018-1-26 20 4398 重庆市綦江区九龙大道

开店项目 门店业态 开店时间 租赁期限 总面积（㎡） 地址

金运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29 5.42 179.35 上海市嘉定区金运路355号

古城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5 5.5 115.5 北京市石景山区城兴街 65号院7号楼102号

科技南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17 5 130 广东市南山区科技南路万豪广场108A号铺

远洋山水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8 5.5 166.64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西里二区3号楼1层G号

南方香榭里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8 6 155 重庆市沙坪坝区南方香榭里小区40号附4、5号

栖山路 永辉生活店 2018/2/3 5 125 上海市浦东区栖山路1456号

竞舟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3 5 120 浙江市西湖区竞舟路162号

武林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13 5 97.83 浙江市下城区武林路421号

报春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3 5 125 上海市闵行区报春路 798�号底层

万科麓城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13 4 163 广东市龙岗区万科麓城三期L-06号商铺

皖河支路 永辉生活店 2018/1/4 5 206

安徽市蜀山区潜山路381号新华学府春天19栋

144

上江城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9 5 190

福建市仓山区下渡街道南江滨西大道36号世欧

上江城2号楼1层01商业

牡丹江路 永辉生活店 2018/3/12 5.1 105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1593号1层

宛平南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3 5 151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299号底层

龙西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7 5 89.11 江苏市吴中区龙西路366号

远洋香奈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12 5 87.62 上海市宝山区杨泰路2158号9号101室

韶山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30 5 109 安徽市滨湖区韶山路12幢111-112商铺一层

藕塘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19 5 130

安徽市庐阳区藕塘路与固镇路交叉口金荷苑小

区8幢9幢裙楼门面

东水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19 5 105

福建市鼓楼区温泉街道福新路28号阳光城6号楼

01店面

富春江西街 永辉生活店 2018/1/18 4.5 95 江苏市建邺区富春江西街20-4号

颖河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19 5 119.07 安徽市瑶海区格兰云天33#104�105

金山中庚城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1 5 110 福建市仓山区金康路156号

中铁桂园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3 5 88.7 安徽市庐阳区中铁国际城小区内街

太阳海岸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3 5 83.12

安徽市政务区太阳海岸花园小区商铺101号

（8-101）

永丰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9 5 97.6 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路254号

景芬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10 5 81

广东市龙岗区布吉镇水径村华浩源(A区）3号楼

商业01层27-28号

秦虹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8 5 193 江苏市秦淮区秦虹路36号

申北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10 6 116.26 上海市闵行区申北路401号

沙浦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12 5 157.19 上海市宝山区沙浦路125号

月华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3 5 206 安徽市瑶海区长虹都市商2-113

南油龙城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10 5 119.81

广东市南山区南油龙城路后海花园6栋114-115

号

五道口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16 5 190.02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

仓山万达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3 5 236.48

福建市仓山区金山街道亭头路319号福州仓山万

达广场B区B1区1层15商铺

城中东路 永辉生活店 2018/3/16 5 139.6 上海市青浦区城中东路249-251号

白龙江 永辉生活店 2018/3/16 4 122.59 江苏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87号

南期昌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10 6 133.74 上海市松江区南期昌路462-464号

安兜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30 5 200 福建市湖里区安兜社748号

中环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31 5 132

广东市龙华区龙华区中环路中环花园三期1栋

107号

金山西里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6 5 115 福建市湖里区金山西里52-6号

武威东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8 5 128.59 上海市普陀区武威东路294号

海润滨江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9 5 135.83

福建市台江区台江区鳌峰街道江滨中大道378号

圣淘沙花园（现海润花园）34号楼05店面

大礼堂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6 6 227.43 重庆市渝中区学田湾正街3号附7号

梅园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18 5 100

上海市嘉定区塔城路470弄23号1-1室底层/梅园

路18号

香山春天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6 5 114.85

福建市晋安区五四北延伸段秀峰路末端东南侧

香山春天2#楼1层03店面

梧村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1 5 161.68 福建市思明区禾祥东路170-3号

鹭江新城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7 4.33 105 福建市思明区嘉莲路179-4号

项目名称 门店业态 开业时间 租赁期限 租赁面积 物业地址

大兴龙湖 超级物种 2018/2/10 8 1166.6

北京市大兴区新源大街与永兴路交叉口北侧130

米路西

爱琴海购物中心 超级物种 2018/1/30 14 1077.56 福州市仓山区永辉超市爱琴海购物中心店

国棉店 超级物种 2018/1/26 1 668.29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二环中路屏山苑

厦门世茂Emall 超级物种 2018/2/3 8年3个月 488.36 厦门市思明区大学路177号

莆田万达 超级物种 2018/3/10 8 922.55 莆田市莆田万达广场购物中心一层

佛山东方广场 超级物种 2018/2/3 8 1260 佛山市禅城区文龙街14号地下一层

扬州京华城Rmall 超级物种 2018/1/13 8 680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京华城路18号

雨润中央商城 超级物种 2018/3/30 8 724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70号

上海虹桥龙湖 超级物种 2018/2/3 8 771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869号

新城市广场店 超级物种 2018/1/31 20 1757.14 成都市青羊区西大街与宁夏街交汇处

国泰广场 超级物种 2018/1/25 8 640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08号第一层

3.2.1.2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签约项目情况

报告期绿标店签约36家，永辉生活店20家，超级物种7家。

项目名称 门店业态 合同签订日期 预计交付时间 租赁期限 租赁面积 物业地址

中安城市广场 绿标 2018/1/4 2019/11/10 20 5864.8 宿州市

万泓中心 绿标 2018/1/25 2018/9/30 20 5530.7 合肥市

振兴中央广场 绿标 2018/1/22 2019/12/30 20 7970.2 六安市

淮南万达广场 绿标 2018/3/31 2018/5/7 15 10169.49 安徽省淮南市

龙岩新发现 绿标 2018/1/8 2018/1/22 20 4019.2 龙岩市新罗区

金鹰广场 绿标 2018/1/9 2018/9/1 15 6870 中山市石岐区

鑫悦城 绿标 2018/2/1 2018/3/1 20 5168 广东省惠州市

桥头上悦汇 绿标 2018/3/15 2018/4/1 15 4191.9 广东省东莞市

云上方舟智慧购

物中心

绿标 2018/2/12 2018/3/3 2015年10月 5892.9 贵阳市观山湖区

新源·乐汇城 绿标 2018/2/4 2018/3/31 20 4882 河北省石家庄市

金韦广场 绿标 2018/2/6 2019/5/1 20 6437 河北省张家口市

郑州瀚海海尚项

目

绿标 2018/1/18 2018/11/30 20 5033 郑州市金水区

郑州经开万锦城 绿标 2018/2/6 2019/5/1 15 3938 郑州市经开区

鹤壁万达 绿标 2018/1/26 2018/2/28 15 6348.87 河南省鹤壁市

宜昌兴发广场 绿标 2018/2/1 2020/8/1 20 8011.58 宜昌市伍家岗区

大中华广场 绿标 2018/2/6 2018/8/1 15 6343.77 湖北省黄冈市

长沙新城吾悦广

场

绿标 2018/1/31 2018/5/23 15 5330.83 湖南省长沙县

泰兴吾悦 绿标 2018/1/8 2018/7/22 15 7195 江苏省泰州市

海安星湖001 绿标 2018/2/6 2018/4/18 20 6941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

新余太平洋购物

广场

绿标 2018/3/20 2018/5/30 20 7990 新余市渝水区

宁夏石嘴山万达

广场

绿标 2018/2/9 2018/3/15 15 5996.94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宁夏吴忠万达广

场

绿标 2018/2/9 2018/3/5 15 8774.59 宁夏吴忠市

颛桥龙湖 绿标 2018/1/18 2019/8/19 15 4936.16 上海市闵行区

祝桥项目 绿标 2018/1/31 2020/12/31 15 4994.03 上海市浦东新区

安亭万科 绿标 2018/2/13 2018/4/28 15 4772 上海市嘉定区

森兰汇港 绿标 2018/3/6 2019/4/30 15 5073.8 上海市浦东新区

招商雍华府 绿标 2018/1/2 2018/12/31 19年364天 7718 成都市成华区

望蜀里 绿标 2018/1/5 2019/6/30 20 6293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

新景鼎南川宇 绿标 2018/2/1 2018/8/1 16 5873 成都市高新区

岳池瑞鼎星都会

项目

绿标 2018/2/6 2018/3/1 20 5424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

中环一号大厦 绿标 2018/2/9 2021/8/30 20 3979 成华区

眉山万达广场 绿标 2018/2/28 2018/4/10 15 7924.55 眉山市

平湖新城 绿标 2018/1/5 2018/5/28 15 6708 浙江省嘉兴市

未来科技城宝龙

广场

绿标 2018/2/7 2019/12/26 15 4777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宁波诗美地 绿标 2018/2/7 2019/3/31 15 4651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土家八千 绿标 2018/2/6 2018/10/1 20 3096 重庆市酉阳县

项目名称 业态 合同签订日期 预计交付时间 租赁期限（年） 租赁面积（㎡） 物业地址

银都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 2018/3/22 6 140 银都路

武威东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 2018/1/5 5 128.59 武威东路

海润滨江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 2018/1/6 5 135.83 台江区鳌峰街

大礼堂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3 2018/1/5 6 227.43 学田湾

梅园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3 2018/1/5 3+2 100 塔城路

香山春天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4 2018/1/5 5 114.85 五四北

梧村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4 2018/1/5 5 161.68 禾祥东路

松兰路 永辉生活店 2018/1/4 2018/4/8 6 93.86 松兰路

鹭江新城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10 2018/1/11 4.33 105 嘉莲路

六安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3 2018/1/23 4 127 六安路

橡树湾店 永辉生活店 2018/2/2 2018/2/10 5 205.11 临泉路

兴胜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16 2018/2/28 8 107.38 杨家坪

思北店 永辉生活店 2018/1/28 2018/3/14 5 206.8 禾祥西路

侨建花园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14 2018/3/14 5 112.5 仙岳路

三叉街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23 2018/3/15 5 71.02 东升街道

新城馨苑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23 2018/3/23 6 168 锦馨苑

丽帆巷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26 2018/3/27 5 221 海悦花园

罗秀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26 2018/4/15 4 160 文汇路

文汇路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27 2018/4/1 5 135.7 罗秀路

大儒世家店 永辉生活店 2018/3/28 2018/3/31 5 117.07 梅亭路

项目名称 业态 合同签订日期 预计交付时间 租赁期限（年） 租赁面积 物业地址

宁德宝信广场 超级物种 2018/1/5 2018/3/16 8年3个月 830 宁德市蕉城区

国棉店 超级物种 2018/3/9 2017/8/1 1 668.95 鼓楼区

七宝宝龙 超级物种 2018/3/1 2018/3/15 8 1151 上海市闵行区

百信广场 超级物种 2018/1/30 2018年7月 12 458 广州市

金沙汇 超级物种 2018/3/1 2018/5/1 5年6个月 1246.07 广州市白云区

房山龙湖 超级物种 2018/1/31 2018/6/21 8 713.28 北京市房山区

临平银泰 超级物种 2018/3/20 2018/4/15 12 929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3.2.2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大区 经营业态 主营收入 同比变动（%）

毛利率

（%）

同比变动

福建大区 连锁超市 3,772,436,195.54 14.54 19.34 增加0.94个百分点

华西大区 连锁超市 6,482,173,875.72 21.36 18.75 增加0.7个百分点

北京大区 连锁超市 2,676,523,964.33 11.87 16.89 增加1.54个百分点

安徽大区 连锁超市 1,276,268,659.46 28.61 17.20 减少0.08个百分点

华东大区 连锁超市 2,267,967,253.28 52.98 17.54 增加2.23个百分点

河南大区 连锁超市 710,521,862.59 29.35 15.72 增加0.84个百分点

东北大区 连锁超市 349,528,060.81 15.09 14.00 增加1.41个百分点

合计 17,535,419,871.73 22.15 18.11 增加1个百分点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轩松

日期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8-33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4月18日

在公司左海总部三楼第3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11人，实际参

加会议董事8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除吴光旺先生以外，均列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会主席林

振铭、熊厚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经全体

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批准报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永辉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报告从重大事项及 2018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等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8年度第一季度的经营运行情况。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信息技术搭建，内部流程管理需要，现聘任李静为公司副总裁兼云超CTO。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关于设立营销达人子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按照流程优化及专业分工的思路，拟在业务流程优化的同时成立“营销达人管理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营销达人公司” ），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业务效能，缩短新品上架时

间，解决零售商品筛选问题，更好地了解顾客产品需求，实现专业化数字营销。

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营销达人管理有限公司（实际名称以工商核批为准）

注册地：福建省福州市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人代表：吴光旺

总经理：罗达英

监事：林总

财务负责人：黄明月

出资：公司出资900万元，一期员工出资100万元；待时机成熟后，让渡给员工10%的股份，

公司将实际持有80%的股份。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关于修改《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根据国家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

引》的相关要求及公司组织架构优化的需要，对《内部审计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原《内部审计制度》内容 修改后《内部审计制度》内容

第一条：为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管理作用且有效开展审计工作，加强

内部控制，维护股东利益，保障企业经营活动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制订本制度。

第一条：为加强公司内部管理和审计监督，有效识别、控制风险，规范公司内部审

计工作，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企业经营活动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制度。

第五条：内部审计基本原则：独立性原则、合法性原则、实事求是原则、

客观公正原则、廉洁奉公原则、保守秘密原则。

第五条：内部审计应遵循“依法、独立、客观、公正、自律、保密” 的原则开展审计

工作。

新增第六条：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以下

简称内部机构）均依照本制度接受内部审计监督。

第六条：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制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并予

以披露。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

集人，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七条;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制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并予以披露。 公

司成立内控委员会，保护公司的资产安全，保证经营管理的有效合规和风险可

控，防止舞弊和欺诈行为。 由主任一名，副主任二名，委员两名组成，下设内控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办公室主任一名，作为内控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领

导、协调审计部工作,�向内控管理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七条:公司设立内部审计部作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联络机构，

负责审计委员会会议组织工作；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

审计计划成立审计工作组，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依照国家法规、政

策和企业规章制度，独立行使内部审计职权，对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

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八条:公司设立内部审计部作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内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联

络机构，负责审计委员会会议组织工作及内控管理委员会安排具体实施的工作；

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内控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审计计划成立审计工作

组，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依照国家法规、政策和企业规章制度，独立行使内部

审计职权，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内控管理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八条:公司配置专职人员从事内部审计工作，且专职人员不少于三

名，审计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会计、审计、管理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熟悉本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并

不断通过后续教育来保持和提高专业胜任能力。 内部审计机构人员

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第九条：公司配置专职人员从事内部审计工作，审计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政治素

质、职业道德和会计、审计、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熟悉本公司的经

营活动和内部控制，并不断通过后续教育来保持和提高专业胜任能力。 内部审

计机构人员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第九条:审计部设负责人一名，全面负责审计部的日常审计管理工作。

负责人必须专职，由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任免。 审计部负责人必

须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及实际内部审计工作经验。

第十条:审计部设负责人一名，全面负责审计部的日常审计管理工作。 负责人必

须专职，由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任免，审计部负责人属于公司高级管理层。

审计部负责人必须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及实际内部审计工作经验。

第十一条:审计部门保持独立性，不置于财务部门的领导之下或者与财

务部门合署办公。

第十二条:内部审计人员应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项，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申请回避，被审计内部机构也有权申请审计人员回避：（一）

与被审计内部机构负责人或者有关主管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

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的；（二）与被审计内部机构或者审计事项有经济利

益关系的；（三）与被审计内部机构、审计事项、被审计机构负责人或者有关主管

人员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审计人员的回避，由审计部负

责人决定；审计部负责人办理审计事项时的回避，由内控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决

定。

第十二条；公司董事会及主要负责人应当保障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依

法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公司内部各职能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内部审计

工作。

第十三条：公司董事会及主要负责人应当保障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依法行使职

权和履行职责；内部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内部审计工作。

第十三条:审计委员会指导和监督审计部门工作、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二）至少每季度召开

一次会议，审议审计部门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三）至少每季度向董

事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以及发现

的重大问题；（四）协调审计部门与会计事务所等外部审计单位之间

的关系。

第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指导和监督审计部门工作、履行以下主要职责：（一）指导

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二）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审计

部门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三）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四）协调审计部门与会计

事务所等外部审计单位之间的关系内控管理委员会指导和监督审计部门工作、

履行以下主要职责（一） 根据内控建设的需要，指导、督促内部审计工作制定计

划及实施；（二） 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审计部门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

（三） 协调审计部门与内、外部审计单位之间的关系。 必要时可以运用行政手

段。

第十四条：审计部应履行以下主要职责：（一）对本公司各内部机构、

控股子公司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

合理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评估；（二）对本公司各内部机

构、子公司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会计资料及其他有关经济

资料，以及所反映的财务收支及有关的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真

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告、业绩快报、自愿披露

的预测性财务信息等；（三）协助建立健全反舞弊机制，确定反舞弊的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主要内容，并在内部审计过程中合理关注和检

查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四）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计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

的问题。

第十五条：审计部应履行以下主要职责：(一)负责制定公司内部审计相关制度和

工作流程;��(二)负责对被审计内部机构的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审

计;��(三)负责对被审计内部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及风险管理进

行审计;�(四)负责对被审计内部机构的经营管理和效益情况进行审计;�(五)负责对

被审计内部机构的领导人员的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含主要干部的离任审计);��

(六)负责对公司资产的安全完整状况进行审计;��(七)对公司财务收支计划、财务

预算、财务决算、重大经济合同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对重大投资方案及其经济

效益进行评价;��(八)组织对发生重大违规违纪、侵害公司利益或因工作失职给公

司造成严重损失等问题进行责任审计;��(九)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主要负责人或者

权力机构要求办理的其他审计事项。 (十)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或内控管理

委员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计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

作中发现的问题。

第十五条;审计部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两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

提交下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并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两个月内

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上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审计部应当将审计

重要的对外投资、购买和出售资产、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及信息披露事

务等事项作为年度工作计划的必备内容。

第十六条:审计部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向审计委员会及内控管理委员会提

交下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并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上

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审计部应当将审计重要的对外投资、购买和出售资

产、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及信息披露事务等事项作为年度工作计划的必备内容。

第十七条:内部审计通常应当涵盖公司经营活动中与财务报告和信息

披露事务相关的所有业务环节，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及应收款、采购及

应付款、存货管理、固定资产管理、资金管理、投资与融资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 审计部可以对上述业

务环节的范围进行调整。

第十八条:内部审计工作应当涵盖《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归纳的所有业务环

节。

第十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获取的审计证据应当具备充分性、相关性和

可靠性。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将获取审计证据的名称、来源、内容、时间

等信息清晰、完整地记录在工作底稿中。

第十九条:内部审计人员获取的审计证据应当具备充分性、相关性和真实性。 内

部审计人员应当将获取审计证据的名称、来源、内容、时间等信息清晰、完整地记

录在工作底稿中。

第二十条:审计部应当建立工作底稿保密制度，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建立相应的档案管理制度，明确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工作底稿

及相关资料的保存时间。

第二十一条：审计部应当建立工作底稿保密制度，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建立相应的档案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工作底稿及相关资料的应当保存

5年。

第二十一条：在审计范围内，审计部的主要权限有：（一）召开与审计

事项有关的会议；（二）根据内部审计工作的需要，要求有关部门按时

报送计划、预算、报表和有关文件资料等；（三）审核会计报表、帐簿、

凭证、资金及其财产，检测财务会计软件，查阅有关文件和资料；（四）

参加公司有关经营、财务管理决策、对外投资、重大合同等有关会议；

（五）对审计中的有关事项向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调查并索取证明

材料；（六）对正在进行的严重违反财经法规、公司规章制度或严重失

职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有权做出制止决定并及时报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对已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影响的行为，向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提出处理的建议；（七）对阻挠、破坏内部审计工作以及拒绝

提供有关资料的部门和人员，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准并经董事长批

准可采取封存有关资料、冻结资产等必要的临时措施，并提出追究有

关人员责任的建议；（八）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准，出具审计意见

书，提出改进管理、提高效益的建议，检查采纳审计意见和执行审计决

定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在审计范围内，审计部的主要权限有：(一)在本制度规定的范围内，

根据年度审计计划及内控管理委员会工作安排，确定审计项目和审计对象;�(二)

根据年度审计计划及内控管理委员会工作安排，审计部委派审计人员对公司内

部机构或特定事项实施内部审计;�(三)根据需要召开与审计事项有关的会议，或

参加与内部审计职责有关的各种会议及各类事项，包括： 1.�参加或列席公司(包

括部门)及分公司召开的有关重大投资、资产处置财务收支预算、决算及其他与经

济活动有关的会议等;�必要时召开本公司、部门、下属企业有关审计工作会议;�2.

参与重大经济决策的可行性论证或可行性报告事前审计;�3.参与重要合同、经济

业务的调查、评估、论证、决策、审查、监督，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四)在履行职

责时，审计部有权要求被审计对象及时提供真实、完整的计划、预算、决算、财务

会计资料、招投标资料、经济合同、统计报表、会议纪要、与审计内容有关的计算

机管理信息系统及相关电子数据，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并对其审查。 (五)在履行

职责时，审计部在得到审计委员会或内控管理委员会的授权，可立即查阅属于公

司的所有文件和记录，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提供的文件和记录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负责。 查阅的文件和记录包括但不限于： 1、规章制度、会议纪要、工作

计划和总结等内部文件资料;�2、凭证、账册、报表、对账记录、实物等会计资料;�3、

客户档案、业务操作记录、系统数据等业务资料;�4、签订的各类合同、招投标活动

记录、工程预决算资料;�5、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档案管理等文件资料;�6、其

他与审计工作相关的资料。 (六)在履行职责时，审计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对审

计对象或相关人员进行约见谈话。 有权按照本制度向内部机构及个人开展调查

和询问，取得相关证明材料;�1、就审计事项的有关问题向被审机构和个人进行调

查;�2、盘点被审机构全部实物资产和有价证券等;��3、要求被审机构有关负责人在

审计工作底稿上签署意见并签字确认，对有关审计事项写出书面说明材料。 4、

制止正在进行的严重违反国家规定或严重危害公司利益的活动。 审计部经审计

委员会或内控管理委员会批准，有权对重大紧急事项立即采取封存账簿、资产等

临时性措施或申请其他部门采取保全措施后报有关领导。 5、建议内部机构对

违反财经法纪和严重失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部门和个人追究责任;��6、对被审

内部机构提出改进管理的建议;��7、责令被审内部机构限期调整账务;追缴违法违

规所得和被侵占的公司资产;��(七)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被审计单位的下列行为，

有权做出制止的决定，提出纠正、处理意见以及改进经营管理的建议，并报告审

计委员会和内控管理委员会： 1、阻挠、妨碍内部审计工作的及拒绝提供资料行

为;�2、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3、严重违反财经法规、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

行为 4、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账簿、报表，以及其他与经济活动和审计

事项有关的资料;��5、截留、挪用公司或客户资金，转移、隐匿、侵占公司财产的行

为;�6、其他违法违规，侵害客户和公司利益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适用范围：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以及具有重大影

响的参股公司的各种经营活动和控制系统，主要表现为反映经营活动

的会计资料和各项控制制度，内部审计机构对其财务及经济效益进行

审计监督。

删除（内容重复）

第二十三条：内部审计机构对审计范围内的下列事项进行审计监督：

（一）财务计划的执行和决算；（二）与财务收支有关的经济活动及其

经济效益；（三）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有效；（四）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财务制度的执行情况；（五）对公司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领导人员的

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六）董事会交办的其他审计事项，包括建

设项目审计、物资采购审计等专门审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公司

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机构要求办理的其他审计事项。

删除（内容重复）

第二十四条：根据公司年度计划、公司发展需要和董事会的部署，拟订

审计年度计划，经董事会审批后实施；

第二十三条：根据公司年度计划、公司发展需要和董事会的部署，拟订审计年度

计划，经审计委员会和内控管理委员会审批后实施；

第二十五条：审计前的准备工作：按照经批准的审计年度计划安排，确

定审计对象（或被审部门）；并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和内部管理需要，编

制审计项目计划，制定具体审计方案，确定审计负责人和参加审计的

人员名单；下达“审计通知书” ，通知被审部门，被审部门按审计通知

书准备相关资料，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二十四条：审计前的准备工作：按照经批准的审计年度计划安排，确定审计对

象（或被审内部机构）；并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和内部管理需要，编制审计项目计

划，制定具体审计方案，确定审计负责人和参加审计的人员名单；下达“审计通知

书” ，通知被审内部机构，被审内部机构按审计通知书准备相关资料，提供必要的

工作条件。

第二十六条：审计通知书应当在实施审计前 3�个工作日向被审计单位

送达。 对于需要突击执行审计的特殊业务，审计通知书可在实施审计

时送达。

第二十五条：审计通知书应当在实施审计前 2个工作日向被审计内部机构送达。

对于需要突击执行审计的特殊业务，审计通知书可在实施审计时送达。

第二十八条：内部审计人员在出具审计报告前应当与被审计单位负责

人交换审计意见。 被审计单位有异议的，应当自接到审计报告（交换

意见稿）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无异

议。

第二十七条：内部审计人员在出具审计报告前应当与被审计内部机构负责人交

换审计意见。 被审计内部机构有异议的，应当自接到审计报告（交换意见稿）之

日起 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无异议。

第二十九条：被审计单位若对审计报告有异议且无法协调时，内部审

计人员应当将审计报告与被审计单位意见一并报公司董事会协调处

理。

第二十八条：被审计内部机构若对审计报告有异议且无法协调时，内部审计人员

应当将审计报告与被审计内部机构意见一并报审计委员会和内控管理委员会协

调处理。

第三十条：审计结果在征求被审单位的意见后，内部审计人员整理证

据形成正式书面审计报告，提交董事会批准，并下达经批准的审计决

定，督促有关单位认真执行。

第二十九条：审计结果在征求被审内部机构的意见后，内部审计人员整理证据形

成正式书面审计报告，提交审计委员会或内控管理委员会批准，并下达经批准的

审计决定，督促有关内部机构认真执行。

第三十一条：被审计部门和单位应按审计决定的有关建议和意见限期

整改，逐条落实整改措施，并应将审计意见落实情况报审计工作组。

审计机构可组织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第三十条：被审计内部机构应按审计决定的有关建议和意见限期整改，逐条落实

整改措施，并应将审计意见落实情况报审计工作组。 审计部可组织对整改情况

进行复查。

第三十二条：如被审单位或个人对审计决定和结论有异议，应在 10�天

内向董事会提出复审申请，经批准可以组织复审。 复审期间原审计结

论和决定照常执行。

第三十一条：如被审内部机构或个人对审计决定和结论有异议，应在 10�天内向

内控管理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经批准可以组织复审。 复审期间原审计结论和

决定照常执行。

第三十八条：对执行本制度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审计部向董

事会提出给予表扬和奖励的建议。

第三十七条：对执行本制度工作成绩显著的内部机构和个人，审计部向审计委员

会和内控管理委员会提出给予表扬和奖励的建议。

第三十九条：对违反本制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被审公司（部门）和个

人，由公司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或提交有关部门进

行处理：（一）拒绝提供帐簿、会计报表、资料和证明材料的；（二）阻

挠审计人员行使职权，抗拒、破坏审计检查的；（三）弄虚作假、隐瞒事

实真相的；（四）拒不执行审计意见书或审计结论和决定的；（五）打

击报复审计工作人员的。

第三十八条：对违反本制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被审内部机构和个人，由内控管

理委员会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或提交有关内部机构进行处

理：（一）拒绝提供帐簿、会计报表、资料和证明材料的；（二）阻挠审计人员行使

职权，抗拒、破坏审计检查的；（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四）拒不执行

审计意见书或审计结论和决定的；（五）打击报复审计工作人员的。

第四十一条：本制度与国家的审计法规不符时，应以国家有关审计法

规为准。 本制度由内部审计机构负责解释。 由董事会负责修订。

第四十条：本制度与国家的审计法规不符时，应以国家有关审计法规为准。 本制

度由内控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由董事会负责修订。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刘锋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巧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曾祥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621,709,734.85 10,649,668,033.06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132,130,230.39 6,044,315,671.49 1.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87,219,160.08 -213,647,789.3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901,293,729.32 1,565,961,800.90 8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7,529,483.73 97,029,165.24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447,304.54 74,167,171.80 12.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4 2.27 减少0.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02,205.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66,546.2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928,288.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58,455.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05,345.72

所得税影响额 538,248.67

合计 4,082,179.1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4,6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120,352,275 12.60 37,700,000 质押 102,7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褚明理 51,054,989 5.34 42,643,913 无 0 境内自然人

红塔资产－中信银行－中信信托－

中信·宏商金融投资项目1701期

41,514,041 4.35 41,514,041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百仕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1,301,346 4.32 41,301,260 质押 13,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杭州好望角引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3,264,388 3.48 33,264,388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栗欣 23,608,100 2.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烽 20,605,035 2.16 19,000,000 质押 14,850,000 境内自然人

青岛润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0 2.09 20,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黄峥嵘 18,700,000 1.96 18,700,000 质押 18,700,000 境内自然人

杭州好望角越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8,000,000 1.88 18,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82,652,275 人民币普通股 82,652,275

栗欣 23,60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8,100

苏轶群 14,91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17,000

褚明理 8,411,076 人民币普通股 8,411,076

齐海莹 7,846,900 人民币普通股 7,846,900

童云洪 6,473,029 人民币普通股 6,473,029

杭州科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6,170,089 人民币普通股 6,170,089

陈伟 5,695,676 人民币普通股 5,695,676

梅银华 4,76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1,200

吴泽钦 4,741,300 人民币普通股 4,74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与青岛润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杭州好望角引

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峥嵘以及杭州好望角越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

行动人。 截至目前，公司未曾获得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的信息。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0,129.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5.27%，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的原因是：1、原5家互联网子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75亿元；2、2017年4月新收购4家子公司

本期实现收入1.93亿元；3、路桥施工、房地产开发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27亿元；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8,752.9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79%。 报告期内，数字营销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269,831.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7.42%，实现净利润11,894.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5.52%。

附：分业务收入、净利润情况表 单位：万元

注:其他业务包括链动汽车、原路桥油料及科达半导体销售业务等。

附：分业务营业收入同比情况 单

位：万元

注:其他业务包括链动汽车、原路桥油料及科达半导体销售业务等。

附：分业务净利润同比情况 单位：万元

注:其他业务包括链动汽车、原路桥油料及科达半导体销售业务等。

数字营销业务8家子公司内生增长情况：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1-3月份 2017年1-3月份 同比增幅 2018年1-3月份 2017年1-3月份 同比增幅

2015年收购的5家子公

司

252,435.30 124,883.32 102.14% 8,946.47 5,274.14 69.63%

2017年收购的3家子公

司

19,309.12 10,625.33 81.73% 2,948.01 1,705.88 72.81%

数字营销合计 271,744.42 135,508.64 100.54% 11,894.47 6,980.02 70.41%

注（一）：2015年收购的5家子公司包含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

限公司、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派瑞威行

广告有限公司；2017年收购的3家子公司包含北京爱创天杰品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北京智阅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二）：2017年收购的3家子公司自2017年5月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1）报告期内利润表相关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901,293,729.32 1,565,961,800.90 85.27

主要原因：1、原5家互联网子公司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12.75亿元；2、2017年4月新收购4家子

公司本期实现收入1.93亿元；3、路桥施工、房

地产开发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27亿元。

营业成本 2,579,815,067.93 1,358,338,435.98 89.92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所致。

税金及附加 8,614,965.09 16,757,785.65 -48.59

主要系公司房地产业务本年较去年同期收入

减少2.18亿元，计提税金及附加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61,530,507.41 28,425,194.42 116.46

主要原因：1、原5家互联网子公司营业收入大

幅增加，销售费用相应增加；2、2017年4月新

收购4家子公司本期发生销售费用1,802.32万

元。

管理费用 114,191,368.84 67,346,625.46 69.56

主要原因：1、原5家互联网子公司营业收入大

幅增加，管理费用相应增加；2、2017年4月新

收购4家子公司本期发生管理费用1,691.01万

元。 3、为加快业务发展，公司总部引进专业

人员强化管理及集团为实现集中办公导致管

理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1,757,030.85 -27,037,400.10 不适用

主要系原路桥施工业务在去年同期确认BT

项目资金占用费2,970.88万元。

资产减值损失 9,981,636.13 -7,924,700.8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较去年同期增加相应计

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640,794.14 19,890.60 33,286.60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数字一百本期支付违约金

460万元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7,219,160.08 -213,647,789.3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互联网子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预付媒体采购款及费用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400,157.05 -54,782,278.81 不适用

主要系去年同期收购链动汽车60.2941%

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5,250万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199,088.23 -63,415,944.1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取得银行借款较去年同期增

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8�年 1�月 28�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

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将持有的青岛科达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青岛置

业” ）100%股权出售给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最终评估的青岛置业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28,275.33万元，交易双方根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出售资产青岛置

业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8,300万元。本次交易已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根据《关于青岛科达置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已

于2018年4月2日支付给公司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0,000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青岛置业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于2018年5月份变

更完成。

（2）2018�年 2�月 25�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佰泽宇顺、山东科达、上海牛图、孙高发、李科、顾

光、艾军、涂永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链动（上海）汽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链动汽车” ）55.53%股权分别出售给佰泽宇顺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山东科达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牛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孙高发、李科、顾光、艾军、涂永梅。

公司转让的链动汽车55.53%股权系公司于2017年3月受让杭州链反应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杭州好望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2018年3月16日，链动汽车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完成。 公司不再直接持有链动汽车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仍持有链动汽车16.25%的股权。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8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8亿元至

4.1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86.13%到100.82%，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的原因：1、数字营销业务稳步增长，收益大幅提高，预计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50%左右；2、公

司出售青岛置业增加税前投资收益2.33亿元。

公司名称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锋杰

日期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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