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9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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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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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５１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

被购买方名
称

苏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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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９，５６８，１５８，１５５．０８

９，７６１，８９３，２０４．９３
２４４，１１３，００２．４８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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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２１，６５３，４７３，
５５２．９５

１６，２８６，９６３，
０６７．８６

２０，９１０，２１５，
８６０．７８

调整后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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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０７３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 复 的 优
如有）
先股股东总数（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张海霞

持股数量

７．０９％

境内自然人

６．０１％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１６，９８３，６９５ 质押

１６２，９８３，６９５

质押

１２，３５０，０００

６１，２０８，１２９
５１，９５８，３２２

林芝腾讯科技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５１，８３４，２３７

江苏京东邦能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管理有限
人
公司

５．００％

４３，１９５，１９８

金鹰基 金－工
商银行－万向
信托－万向 信
其他
托 － 星 辰 １６ 号
事务管理类单
一资金信托

３．９３％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２．２４％

１９，３５８，８７０

新沃基金－广
州农商银行－
西藏信托 －西
其他
藏信托－顺 景
４０号单一资金
信托

１．９３％

１６，６８９，３１２

步步高商业连
锁股份有限公
其他
司－第一期 员
工持股计划

１．６９％

１４，６０７，０９５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０．８６％

７，４３６，６００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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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业态门店３２９家、百货业态门店５２家）。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拥有各业态门店３８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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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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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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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６４３．４５

７，５９４．８７

报告期 增 加 主 要 是 因
公司 经 营 发 展 需 要 而
７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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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 金流量
净额

８８，３３３．７９

８０，２２３．９８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 金流量
净额

－１５０，７１２．３１

－６５，６８６．０５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 金流量
净额

８５，７４１．２１

－１，５０５．０５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 净增加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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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３５２．８５

报告期 研 发 投 入 为 步
步高翔龙系统、步步高
５７．７０％ 云通物流系统、财务共
享中心、步步高支付系
统。
１０．１１％
报告期 减 少 主 要 是 新
－１２９．４４％ 开门店数量增加，自建
长沙星城项目等
５，７９６．９０％

１３，０４９．２２

报告期 增 加 主 要 是 收
到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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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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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８３，８４２．５４

３８３，８４２．５４

取得的净资产

２、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认缴注册资本

长沙果滋农产品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５月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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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缴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超级市场零售（
含
网上销售）；广告制作、经营；提供商业咨询服务；经营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外）；普通
货运；仓储保管；商品配送；柜台租赁服务；物业管理；热食
品、冷食品、生食品、糕点、饮品制售；烟草制品零售；家电的
销售、安装及维修、代办移动、联通、电信委托的各项业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口；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广告设计、发布、代理、制作及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
服务）。投资咨询服务（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
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经济与商务
咨询服务（
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以
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娱乐业、餐饮、药品经营、电影放映、眼
含角膜接触镜）及护理产品的销售、配镜服务、食品生产
镜（
及加工；二类医疗器械零售；文体用品、出版物的销售；摩托
车及电动车的销售；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的回收；农副产品
收购、加工及销售；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四十四条 除董事会特别指定地点外，股东大会应当在公
司住所地召开。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形式召开；股东大会应当安排在深交所交易日召开，现场会
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 公司应当保证股东
大会会议合法、有效，为股东参加会议提供便利；股东大会应
当给予每个提案合理的讨论时间；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
东大会的，视为出席；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由会议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的律师进行身份认证。

第四十四条 除董事会特别指定地点外，股东大会应当在公
司住所地召开。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形式召开；股东大会应当安排在深交所交易日召开，现场会
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后，无正当理由，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
变更的， 召集人应当在现场会议召开日前至少２个工作日公
告并说明原因。公司应当保证股东大会会议合法、有效，为股
东参加会议提供便利；股东大会应当给予每个提案合理的讨
论时间；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股东
出席现场会议的，由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的律师进行身份
认证。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事
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
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在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
说明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董事候选人应当出具书面承
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提名人披露的候选人的资料真实、准
确、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法定职责。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
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
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１／２。 公司不设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
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３年，任期届满可连选
连任。
在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
说明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董事候选人应当出具书面承
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提名人披露的候选人的资料真实、准
确、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法定职责。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
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
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１／２。 公司不设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
证券及上市方案；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
项、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或者合并、分立、解
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
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
事项；
（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
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
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
（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
十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有维护上市公司资金
安全的法定义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
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董事会视情节轻重对直接
责任人给予处分和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提请董事会予以
罢免。
十七）当发现控股股东有侵占公司资产行为时，董事会
（
有权立即启动 “
占用即冻结”机制。 即：发现控股股东侵占公
司资产行为时， 董事会有权立即申请司法冻结控股股东股
权，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十八）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三）项、第（
五）
（
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
十九）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
职权。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
证券及上市方案；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
项、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或者合并、分立、解
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
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
事项；
（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
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
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
（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
十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有维护上市公司资金
安全的法定义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
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董事会视情节轻重对直接
责任人给予处分和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提请董事会予以
罢免。
（
十七）当发现控股股东有侵占公司资产行为时，董事会
有权立即启动 “
占用即冻结”机制。 即：发现控股股东侵占公
司资产行为时， 董事会有权立即申请司法冻结控股股东股
权，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
十八）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三）项、第（
五）
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
十九）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
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 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
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
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
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
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
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出资比例
１００％
１００％

合并范围减少：
单位：元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处置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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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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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县步步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２０１９年６月

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５１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２４２０８．７５
－１，７９２，０２６．１７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９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年８月１７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８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８人。 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
公司法》”）和《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并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１、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及摘要。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２、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
３、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请详见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关于部分在建工程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
４、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请详见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关于部分在建工程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值模式计量的公告》。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５、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具体内容请详见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关于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办理向金融
６、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机构借款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总裁与金融机构办理单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５％、累计不超过人民币２０亿元的借款，授权期限为一年。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
７、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填夫妇为公司在银行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发展，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填张海霞夫妇
同意为本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的人民币２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步步高集团及王填夫妇承诺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８、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案》。
全体董事同意了《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定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
星
期二）下午１４：３０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东方红路６５７号步步高
大厦公司会议室。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具体内容请详见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１、《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一０５０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曲尉坪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３名，实际出
席监事３名，董事会秘书师茜列席。 公司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召集召开方式及程序均无异议，本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法》（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的规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及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１、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要。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２、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则和公司《
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
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部分在建工程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
３、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一致通过该议案：公司部分部分在建工程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符
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号一一投资性房地产》规定。 公司目前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位于省会或经济发
达城市的核心区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
关信息，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有可操作性，且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
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通行的成熟方法，可以更加真实客观的反映公司价值，有助于广大投资
者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和资产情况。
具体内容请详见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关于部分在建工程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值模式计量的公告》。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４、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请详见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三、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１、《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一０５１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超级市场零售（
含网上销售）；广告制作、经营；提供商业咨询
服务；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
限制的除外）；普通货运；仓储保管；商品配送；柜台租赁服
务；物业管理；热食品、冷食品、生食品、糕点、饮品制售；烟草
销售；家电的销售、安装及维修、代办移动、联通、电信委托的
各项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口；计算机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广告设计、发布、代理、制作及服务；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
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投资咨询服务（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
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
务）；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
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询）；会议
及展览服务；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娱乐业、餐饮、药品经
营、电影放映、食品生产及加工、摩托车及电动车的销售；废
弃资源和废旧材料的回收；农副产品收购、加工及销售；乳制
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超级市场零售（
含网上销售）；广告制作、经营；提供商业咨询
服务；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
限制的除外）；普通货运；仓储保管；商品配送；柜台租赁服
务；物业管理；热食品、冷食品、生食品、糕点、饮品制售；烟草
制品零售；家电的销售、安装及维修、代办移动、联通、电信委
托的各项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口；计算机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广告设计、发布、代理、制作及服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
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投资咨询服务 （
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
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询）；
用业务）；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娱乐业、餐饮、药
品经营、电影放映、眼镜（
含角膜接触镜）及护理产品的销售、
配镜服务、食品生产及加工；二类医疗器械零售；文体用品、
出版物的销售；摩托车及电动车的销售；废弃资源和废旧材
料的回收；农副产品收购、加工及销售；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 零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单位：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１，５３０，１０１．３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营范围的增加情况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经营范围，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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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订通知》”），对
２０１９】６号，以下简称“
本次变更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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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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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４，７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３１．７８

１，５３０，１０１．３４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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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
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１７］ ７ 号）、《
第２３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１７］８ 号）、《
本次变更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财会［
２４ 号一一套期会计》（
２０１７］９号），５ 月２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
订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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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５，４３１．７８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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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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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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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购买日公允价值

股票简称：步步高

３３，９６７，３９１

本报告期

《
公司章程》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超级市场零售（
含
网上销售）；广告制作、经营；提供商业咨询服务；经营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外）；普通
货运；仓储保管；商品配送；柜台租赁服务；物业管理；热食
品、冷食品、生食品、糕点、饮品制售；烟草销售；家电的销售、
安装及维修、代办移动、联通、电信委托的各项业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口；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广
告设计、发布、代理、制作及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信息服务业务 （
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
务）。 投资咨询服务（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
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经济与商务
咨询服务（
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以
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娱乐业、餐饮、药品经营、电影放映、食
品生产及加工、摩托车及电动车的销售；废弃资源和废旧材
含婴幼儿配
料的回收；农副产品收购、加工及销售；乳制品（
方乳粉） 零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单位：元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３４．９９％ ３０２，２４１，１３３

境内自然人

４，７３１，３１０．２２

（
３）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其他应付款

单位：股

钟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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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章程》修订前

单位：元

２１５，４３０，３７５．５３

步步高投资集
境内非国有法
团股份有限公
人
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湖南正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６４，３７５．０３

持股比例

湖南正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６％

２３２，７３９，６４３．３６

股东性质

－１，５１１，
９７２．５２

调整后

２４７，０３２，４７５．８８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７２７，
３４０．０６

－－现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股东名称

非同一控制 ２０１９年０４月
取得控制权
合并
３０日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７０．０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总资产（
元）

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购买日

合并成本

上年同期

１０，０７０，４４２，
４７３．０７

股权取得成 股权取得比 股权取得方
例
本
式

购买日至期 购买日至期
购买日的确
末被购买方 末被购买方
定依据
的收入
的净利润

（
２）合并成本及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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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元）

股权取得
时点

湖南正鲜农
２０１９ 年 ０４
业科技有限
月３０日
公司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７４，９６０，５８１．３５ 应收账款

７０，７４２，９２１．５５

应付票据

７２１，１５７，３６７．７８

４，１０３，２０４，７３９．５８ 应付账款

３，３８２，０４７，３７１．８０

损失以“
１９，４６８，８３７．２１ 资产减值损失（
－”号填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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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１７，６５９．８０

－１９，４６８，８３７．２１

市场，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具有可操作性。公司投资性房地产
的计量方法，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资产价值，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采用公
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所涉及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资
３、《
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
２０１９］５０７号。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３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二、《
公司章程》的修改情况
鉴于公司新增经营范围，以及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关于修改〈
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的决定》（
证监会公告［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具
２０１９］１０号）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
体修订内容如下：
单位：元

证券事务代表

师茜

半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简称：步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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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２２５１

董事会秘书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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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
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
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人员。

《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详
见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２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在建工程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
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若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变
动则会导致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一、关于部分在建工程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概述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部分在建工程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公告》，公司规划
将下述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后长期对外出租，拟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按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
具体情况如下：
１、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按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的日期：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起。
２、涉及的范围
南城总部大厦项目位于广西省南宁市良庆区五象总部基地凯旋路， 总建筑面积５３，２６３．８２平
米（
另配套车库等面积共计２５，４７３．３１平方米），公司规划将部分楼层用于长期出租拟计入投资性
房地产，拟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的物业面积为３９，３２５．２６平方米（
另配套车库等面积共计１８，０８０．２２平
方米）；拟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的物业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账面原值为４３，０３３．７１万元、账面净值为４１，
７４５．０７万元。
３、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原因
该在建工程是公司收购南城百货时，南城百货计划自建为南城总部大厦，鉴于该建筑物尚未
达到可使用状态，因此公司将其计入“
在建工程”并以成本法核算。
目前该项目即将完工，公司计划将部分楼层用于出租，将拟出租楼层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有助
于更加客观真实的反映资产价值和经济业务的实际情况。同时，上述房产即将竣工验收交付，符合
“
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似
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两个条件，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便于公司管理
层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号一一投资性房地
产》规定，公司拟对该等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二、关于部分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概述
公司规划将下述自有房产长期对外出租，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拟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按公允
价值模式进行计量。 具体情况如下：
１、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按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的日期：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起。
２、涉及的范围
拟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的物业包括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路口岚园路４号、 湘潭市岳塘
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７６号、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街道车站路２８号、娄底市新化县上梅镇天华南
路东侧、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一路２号、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街道韶山中路３０号金湘潭商业广
场、岳阳市岳阳县荣家湾镇天鹅中路西侧、德保县城关镇桃源路、桂林市七星区漓江路２６号，以上
另附带配套车库等面积４，７７８．２８平米），截至２０１８
地址的部分商铺，总建筑面积为７６，２４０．６１平米（
年７月３１日账面原值为３２，７１６．４４万元，账面净值为２５，３９７．０３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筑面积ｍ２ 地址

１

湘（
２０１８）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生活广场胜利店１层
００３１６３１号

钢混

２８１７．４８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路口
岚园路４号

２

湘（
２０１８）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生活广场胜利店２层
００３１６３２号

钢混

３０８３．８５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路口
岚园路４号

３

湘（
２０１８）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生活广场胜利店３层
００３１６４０号

钢混

３２０８．６７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路口
岚园路４号

４

湘（
２０１８）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生活广场胜利店５层
００３１６４２号

钢混

８０．１４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路口
岚园路４号

５

湘（
２０１８）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生活广场胜利店６层
００３１６３３号

钢混

２９４６．２７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路口
岚园路４号

６

湘（
２０１６）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生 活 广 场 莲 城 店 ２ 层
０００５５１７号
０２０２０１号

钢混

１９２．５２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号

７

湘（
２０１６）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生 活 广 场 莲 城 店 ２ 层
０００５５１８号
０２０２０２号

钢混

６０４．５５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号

８

湘（
２０１６）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生 活 广 场 莲 城 店 ２ 层
０００５５１６号
０２０２０３号

钢混

１８７．４７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号

９

湘（
２０１６）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生 活 广 场 莲 城 店 ２ 层
０００５４８５号
０２０２０４号

钢混

７０６２．３１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号

１０

湘（
２０１６）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生 活 广 场 莲 城 店 ２ 层
０００５５１４号
０２０２０５号

钢混

２９．７５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建设南路
７６号

１１

潭房权证湘潭市字第１９５２０５
湘潭基建营４层
号

钢混

２９２５．９２

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街道车站路２８
号四楼

１２

湘（
２０１９）新化县不动产权第 新化福 鑫步步 高 商 业 广
场１栋４层
０００３９２３号

混合

２５５８．７１

娄底市新化县上梅镇天华南路东侧
（
福鑫步步高商业广场）

１３

湘（
２０１９）新化县不动产权第 新化福 鑫步步 高 商 业 广
场２栋４层
０００３９２６号

混合

４３６７．５８

娄底市新化县上梅镇天华南路东侧
（
福鑫步步高商业广场）

１４

湘（
２０１８）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九华仓１期１栋一一物流１
号库
００５５９３７号

钢

１１８３６．９６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一路２号

１５

湘（
２０１８）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九华仓１期２栋一一物流２
号库
００５５９３６号

钢

１１８８６．４０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一路２号

１６

湘（
２０１８）湘潭市不动产权第 九华仓１期３栋一一物流３
号库
００５５９３４号

钢

５５３６．５６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一路２号

１７

潭房权证湘潭市字第２４９８００
金湘潭商业广场１层
号

钢混

２８６．７８

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街道韶山中路
３０号金湘潭商业广场

１８

潭房权证湘潭市字第２４９８００
金湘潭商业广场２层
号

钢混

６８６１．０７

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街道韶山中路
３０号金湘潭商业广场

１９

湘（
２０１７）岳阳县不动产权第
岳阳天鹅路店１层
００００９３９号

混合

２６１７．００

岳阳市岳阳县荣家湾镇天鹅中路西
侧

２０

正在办理中

框剪

２１

桂林市 房权证 七 星 区 字 第
桂林国展店４层
３０２７５３８８号
合计

德保南城时代广场２层

钢混

３１２４．００ 德保县城关镇桃源路
４０２６．６２ 桂林市七星区漓江路２６号
７６２４０．６１

３、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原因
公司规划将上述自有房产长期对外出租，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上述自有房产满足“
投资性房
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
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两个条件，为了更准确
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便于公司管理层及投资者
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号一一投资性房地产》规定，公司
拟对该等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三、计入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对公司的影响
１、上述物业转入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后，估计将对公司影响为：本次评
估增值额２４，５６４．９４万元计入所有者权益１８，４２３．７０万元、计入递延所得税负债６，１４１．２３万元。 因采
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后相应资产不需计提折旧摊销、 使２０１９年９－１２月减少折旧摊销额约
３５５．５４万元、净利润增加约２６６．６６万元，最终数据以年度审计数据为准。
２、上述物业转入投资性房地产之后，公司每个会计年度末均须通过评估对该等自有房产公允
价值进行估价，若建筑物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变动导致公允价值的变动，可能会增加公
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四、董事会关于以上物业计入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以上在建工程和自有房产自有房产物业拟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符合《
企
业会计准则第３号一一投资性房地产》 规定。 公司目前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位于所在城市的核心区
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采用公允
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有可操作性。 基于以上原因，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以上在建工
程和自有房产自有房产物业计入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是目前通行的计量方法，能够客观、全面地
反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 公司目前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所在区域，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
业板规范运作指引》及《
体内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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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６号，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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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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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公司将按照“
《
修
订通知》”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原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文件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
Ａ、资产负债表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１）将原“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２）将原“
（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
３）新增“
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
专项储备”等项目。 其中：“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
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Ｂ、利润表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净敞口套期收益
１）新增“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信用减值损失”反映企业
（
损失以“
－”号填列）”、“
－”号填列）”等项目。 其中“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
２０１７〕７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
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２）将“
－”号填列）”；
（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３）将“
Ｃ、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
与收益相关，均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专项储备”、“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等项目；
（
１）新增“
（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２）明确了“
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
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资产
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其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４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东方红路６５７号步步高大厦公司会议室召
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
（
（
五）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星期二）１４：３０开始
（
六）网络投票时间：
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上午９：３０一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
一１５：００；
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下同）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
１６日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东方红路６５７号步步高大厦公司会议室。
（
（
八）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办法：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上述股东
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１）如果股东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２）如果股东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网络有效投票为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由于股东重复投票而导致的对该股东的不利影响及
相关后果，由该股东个人承担。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本通知
的规定对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九）会议出席对象：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１、截止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
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２、关于部分在建工程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上的公司相关公告。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提案名称

１００

总议案

√

１．００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部分在建工程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允价值
模式
计量的议案

√

四、网络投票的安排
在本次会议上，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述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有关股东
进行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查询，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及
要求详见本通知附件一。
五、会议登记事项
１、登记时间及手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请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 （
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 下午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的方式于上述时间
登记，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１）法人股东应持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二）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详见附件
２）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湖南省长沙市东方红路６５７号步步高大厦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０７３１－－－５２３２ ２５１７
传真：０７３１－－－８８０２ ９６８３
联系人：师茜、苏辉杰
六、注意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代码：３６２２５１，投票简称：步高投票
２、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３、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交易时间，即９：３０－１１：３０和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
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２０１６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出席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人／本单位对
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
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备注

提案序
号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

√

１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

关于部分在建工程与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及采用公
允价值模式计量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表决意见
同意

√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持股的性质

注：１、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中用“
√”明确授权受托人投票。
２、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３、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单位须加盖公司公章。

反对

弃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