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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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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曹世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慧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慧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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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569,275,635.22 4,308,288,666.52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45,966,141.73 2,318,874,845.96 9.7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44,652,561.94 3.52% 5,460,896,977.69 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1,105,677.19 171.97% 255,929,326.00 8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1,625,701.80 172.24% 256,576,632.77 89.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19,317,603.40 97.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133.33% 0.19 9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133.33% 0.19 9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7% 2.58% 10.46% 4.4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40,4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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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287.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0,174.63

合计 -647,306.7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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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二组合

其他 1.55% 21,111,126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6% 17,12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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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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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85,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600,000

中民财智有限公司 10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800,000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1,111,126 人民币普通股 21,111,1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12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2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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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1,449 人民币普通股 13,551,44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53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31,1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瑞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19,549 人民币普通股 7,019,549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美丽30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999,945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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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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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0013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13,551,449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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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长265.54%，主要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2、"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期末下降58.35%，主要是上年末计提年终奖，本期已发放所致;

3、"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37.90%，主要是本期取得的政府补助较少所致;

4、"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上升285.28%，主要是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5、"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上升97.43%，主要是公司开源节流、提高人效以及厂家直供商品越来越多等因素

使经营业绩有了明显提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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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50.00% 至 9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24,739.49 至 31,336.68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492.9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开源节流、挖掘潜力、提高人效、去中间环节、供应链整合，以及厂家直供商品

越来越多等因素使经营业绩有了明显提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闲置资金 10,000 10,000 0

合计 10,000 1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9月11日 电话沟通 机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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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为扩大全资子公司成都市锦江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红旗” ）、成都市武侯区

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侯红旗” ）、成都市成华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华红旗” ）、成都高新区红旗连

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红旗” ）、成都市青羊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羊红旗” ）、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红旗” ）、眉山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红旗” ）、都江堰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都江堰红旗” ）、内江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江红旗” ）、简阳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阳红旗” ）的经营

规模，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便于上述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活动，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7700万元分别向上述全

资子公司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锦江红旗、武侯红旗、成华红旗、高新红旗、金牛红旗、青羊红旗、眉山红旗、都江堰红旗、内江

红旗、简阳红旗注册资本均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的权限范围，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成都市锦江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900万元对锦江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锦江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锦江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公司持有锦江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锦江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87号（自编号1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零售：

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

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书刊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在

互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服务；中式快餐（不含凉菜、裱画蛋糕、鲜榨果蔬汁、生食海产品）（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打

字、复印（限分支机构经营）；广告业，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商务服务；居民服务；销售：劳保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01,270,375.76 234,259,096.20

负债总额 193,649,156.87 211,790,234.68

净资产 7,621,218.89 22,468,861.52

营业收入 547,898,913.57 442,120,823.62

净利润 18,610,809.56 14,847,642.64

2、成都市武侯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900万元对武侯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武侯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资增资前后公司持有武侯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公司持有武侯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武侯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武侯区龙门巷6号附1号1层（自编号01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零售：

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

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书刊零售；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

票务服务；快餐店（不含凉菜、生食海产品、裱花蛋糕、现榨饮料）（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打字、复印；广告业，代居民

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商务服务；居民服务；销售：劳保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91,839,812.75 210,361,027.23

负债总额 203,154,460.79 217,833,251.41

净资产 -11,314,648.04 -7,472,224.18

营业收入 738,130,844.61 576,112,815.21

净利润 -12,465,854.60 3,842,423.80

3、成都市成华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900万元对成华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成华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成华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公司持有成华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成华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7号附16.17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零售：

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

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书刊、报刊零售（限分支机构经

营）；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服务；房屋租赁；打字、复印（限分支机构经营）；广告业，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商务服

务；居民服务；销售：劳保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51,080,420.92 140,373,489.61

负债总额 169,729,307.20 161,808,066.26

净资产 -18,648,886.28 -21,434,576.65

营业收入 515,165,913.95 414,336,234.56

净利润 -17,417,611.13 -2,785,690.25

4、成都高新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700万元对高新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高新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资增资前后公司持有高新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公司持有高新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高新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顺江集中商业1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在互

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服务；房屋租赁；零售：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散装熟食）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

饮品制售。书刊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餐类制售，含外送，不含凉菜）；打字、复印（限分支机构经

营）广告业，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商务服务；小型快餐店（不含凉菜、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现榨饮料）；居民服务；销

售：劳保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

3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

1000 100%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82,493,489.65 327,840,615.38

负债总额 279,452,853.66 312,894,203.94

净资产 3,040,635.99 14,946,411.44

营业收入 593,993,718.33 507,123,998.64

净利润 9,745,243.76 9,905,775.45

5、成都市青羊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900万元对青羊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青羊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青羊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公司持有青羊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青羊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青羊区小南街67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零售：

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

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出版物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

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服务；中式快餐（不含凉菜、鲜榨饮料、生食海产品、裱花蛋糕）（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打

字、复印（限分支机构经营），广告业；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商务服务；居民服务；销售：劳保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44,387,958.16 284,988,007.90

负债总额 263,620,900.46 298,746,685.15

净资产 -19,232,942.30 -13,758,677.25

营业收入 670,903,763.12 525,668,602.92

净利润 -14,920,856.19 5,474,265.09

6、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500万元对金牛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金牛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金牛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公司持有金牛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金房苑横街86、88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在互

联网上销售商品；票务代理服务；房屋租赁；商务服务；食品经营；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国内图书期刊；打字、复印；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居民服务；销售：劳保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98,567,847.41 164,106,707.56

负债总额 208,929,883.13 169,021,870.58

净资产 -10,362,035.72 -4,915,163.02

营业收入 671,114,296.72 525,420,356.58

净利润 -10,931,906.03 5,446,872.66

7、内江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800万元对内江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内江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内江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公司持有内江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内江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内江市东兴区中兴路96、98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零售：卷烟、雪茄烟；批发、零售、互联网零售：食品（不含鲜肉、活禽），饮料、日用品百货、纺织品及针织品、服

装、鞋、帽、五金产品、家用电器、文具用品、工艺品（不含文物）、花卉、医疗器械；家政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商务文印服务；广

告制作、代理、发布服务；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6,265,832.70 6,962,897.64

负债总额 3,307,423.07 3,332,922.11

净资产 2,958,409.63 3,629,975.53

营业收入 30,141,628.44 22,608,351.16

净利润 833,242.70 671,565.88

8、简阳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800万元对简阳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简阳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简阳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公司持有简阳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简阳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简阳市石桥镇金绛路18号24幢1层12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

经营范围：零售（含网上销售）：卷烟、雪茄烟；销售：农副产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日

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家用电器、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花卉、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

项目）；家政服务；摄影冲洗服务。打字、复印、广告、代居民收水电费；票务代理服务；房屋租赁；国内图书期刊零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271,894.96 12,265,438.27

负债总额 15,158,267.65 15,790,926.15

净资产 -3,886,372.69 -3,525,487.88

营业收入 23,319,757.85 19,716,232.68

净利润 -687,212.05 360,884.81

9、眉山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800万元对眉山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眉山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眉山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公司持有眉山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眉山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明星南路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摄影冲洗服务，家务服务，票务服务，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及行政许可的项

目）。零售：卷烟、雪茄烟；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书刊零售（限分公司经营）；在互

联网上销售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045,149.24 6,485,150.37

负债总额 9,037,356.56 7,966,413.64

净资产 -992,207.32 -1,481,263.27

营业收入 17,402,865.68 12,807,756.55

净利润 -955,767.50 -489,055.95

10、都江堰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1）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以自有资金500万元对都江堰红旗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都江堰红旗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0

万元。本次增资前后公司持有都江堰红旗的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 ，公司持有都江堰红旗100%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都江堰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街道岷江路社区彩虹大道南段246、248、250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网上销售：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家用电器、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花卉；摄影

冲洗服务；家政服务；票务服务；经营第一类、第二类无需许可的医疗器械；零售国内图书期刊（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商务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房屋租赁；打字、复印（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代居民收水

电费及其他费用；销售食品；零售：卷烟、雪茄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0%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4）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8,667,121.19 36,927,744.06

负债总额 32,243,366.71 25,786,463.43

净资产 6,423,754.48 11,141,280.63

营业收入 111,927,463.00 93,473,550.25

净利润 5,933,783.41 5,042,578.38

注：上述全资子公司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8年9月30日的财

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本次对各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能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力，扩充其资本规模，同时也有利

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本次增资后，锦江红旗、武侯红旗、成华红旗、高新红旗、金牛红旗、青羊红旗、眉山红旗、都江堰红旗、内江红旗、简阳红旗

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增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97� � �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18-058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

况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鉴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 变更日期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之日起执行。

3.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中

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

表的列报，并对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4、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5、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三、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公司实际，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四、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使公司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 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执行新的会计准则能够使得公司更加准确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全体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97� � �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18-055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8年10月18日上午10:00时以现场

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0月12日以邮件通知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

出席会议的董事 9名(其中董事梁辰先生、独立董事唐英凯先生、严洪先生、逯东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会议由董事长曹世如

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扩大全资子公司成都市锦江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红旗连锁有限公

司、成都高新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成都市青羊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成都市金牛区红旗连锁有限公司、眉山红旗连锁有限公

司、都江堰红旗连锁有限公司、内江红旗连锁有限公司、简阳红旗连锁有限公司的经营规模，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便于上述子

公司顺利开展经营活动，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7700万元分别向上述全资子公司增资。此次增资完成后，上述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均增加至人民币1000万元。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2. 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成都红旗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执行新的会计准则能够使得公司更加准确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同意意见。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97� � �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18-056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8年10月18日13:00时在成都高新区

西区迪康大道7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0月12日以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现场出席会

议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曹曾俊先生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汤世川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成都红旗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执行新的会计准则能够使得公司更加准确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全体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0月1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 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000503� � � �编号：2018-89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业务进展和加强市值管理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5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业务进展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87），对公司第三季度业务进展情

况进行了说明，上述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现就公司业务进展和加强市值管理的计划公告如下：

1.公司定位于健康医疗大数据服务领域的行业新龙头，是服务和支撑医保、医疗和医药

“三医联动” 改革国家战略的新央企。目前正在围绕“构建中国健康保障服务体系，按照医保

控费服务、医疗质量安全服务和药械监管服务”“一体三面” 方针，大力推广“1+1+N” (大数据

资源平台+协同应用平台+综合服务包)的V2.0、V3.0、V4.0版，其中，综合服务包涵盖智能审核

服务、第三方支付评审服务、诊间审核服务、DRGs基金结算服务、医院DRGs、门诊病组结算服

务（APG）、医保综合管理服务云平台、医保支付标准服务、药品福利管理服务（PBM）、商业健

康保险第三方服务（TPA）、医疗服务智能监管平台、慢病管理服务、小型医疗卫生机构云服务

平台、食药安全保障服务（省级）、食药安全保障服务（地市级）、药品耗材集中采购服务等产

品。目前公司经营稳定，加大研发力度，业务持续推广，随着各省市相继成立医疗保障局完成机

构改革和新年度财政预算，公司业务合同的签订有望加速。

2.公司股价近期跌幅较大，公司准备在合法合规前提下采取加强市值管理的必要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大股东继续增持、公司回购股份等方式，条件一旦具备，会立即启动方案的相关流

程。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 � �编号：2018-087

债券代码：136017� � � �债券简称：15名城01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回售申报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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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代码：100907

回售简称：名01回售

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张。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

整数倍。

回售申报日：2018年10月15日（含）至2018年10月17日（含）间的三个交易日。

回售申报有效数量：376,047,000元

回售金额：376,047,000.00元（不含利息）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8年11月5日

根据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发行人” ）于2015年11月4

日发行的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 或“15名城01” ）所设定的关于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条款的规定，公司于2018年10月8

日披露《关于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的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18-079）、《关于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18-080），并于10月9日、10月11日、10月12日披露“15名城01” 公司债券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81、2018-083、

2018-086）。根据本期债券投资者行使回售权选择的实施办法，投资者可在回售申报期（2018

年10月15日、10月16日、10月17日），将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5名城01”公司债券进行回售

申报登记，即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5名城01”债券。

本次回售申报期结束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

回售申报数据，“15名城01” 公司债券回售申报有效数量为376,047,000元， 回售金额为376,

047,000.00元（不含利息），需发放回售资金376,047,000.00元（不含利息）。本次回售的有效回

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

注销。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

业务失效。2018年11月5日为本期债券投资者回售资金发放日。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10月19日

A股代码：600508� � � � A股简称：上海能源 编号：临2018-027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三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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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煤炭》要求，将公司 2018�年

三季度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变动比例（%）

煤炭产量（万吨） 593.80 594.63 -0.14

煤炭销量（万吨） 421.84 442.03 -4.57

煤炭销售收入（万元） 406,285.71 382,010.86 6.35

煤炭销售成本（万元） 205,548.19 198,344.24 3.63

煤炭销售毛利（万元） 200,737.52 183,666.62 9.29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以上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

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

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55，200055� � �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B� � � �公告编号：2018-50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6号--上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披露要

求，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幕墙系统及材料产业相关订单情况如下：

序 号 事 项 金额（万元）

1 第三季度新签订单 66,723.63

2 第三季度已中标尚未签约订单 5,024.29

3

截至第三季度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含已中标尚未签约的订

单）

332,037.53

注：截至第三季度末公司幕墙系统及材料产业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合计金额332,037.53

万元，是2018年前三季度幕墙系统及材料产业销售收入的254.42%。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数据

且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股票简称: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000639� � � �编号:2018-067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王集团” ）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西王集团将其质押给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粮信托” ）的部分股份办理了

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西王集团 是 36,000,000

2016年12月20

日

2018年10月18

日

中粮信托 15.72%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西王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28,961,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70%，累计质

押/冻结股份合计182,011,7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61%；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05� � �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4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赵光辉先生通

知，获悉赵光辉先生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补充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赵光辉 是 1,000,000 2018-10-16 2019-12-21

首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2.37%

补充质

押

合 计 - 1,000,000 - - - 2.37%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赵光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2,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54%。其

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21,000,000股、占总股本的21.67%。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97� � �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18-054

第三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