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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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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联综超

600361 G

综超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春生 白爽

电话

010-68364982 010-68364982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四川经贸大厦东

塔楼

6

层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四川经贸大厦东

塔楼

6

层

电子信箱

zczqb@beijing-hualian.com zczqb@beijing-hualian.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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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982,135,315.15 10,221,161,511.22 10,221,161,511.22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26,250,916.23 2,713,931,041.44 2,713,931,041.44 0.45

本报告期

（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393,865.16 47,714,806.89 48,318,814.24 594.53

营业收入

6,096,794,461.27 6,135,019,783.23 6,132,179,166.96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88,914.93 41,312,899.35 42,083,265.94 3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859,439.57 52,476,028.90 53,246,382.93 -1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04 1.46 1.55

增加

0.5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06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2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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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17 194,195,951

无

海南亿雄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5 90,248,350

质押

62,000,000

洋浦万利通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2 78,063,470

质押

76,762,170

UBS AG

其他

2.28 15,151,726

无

殷琼林 境内自然人

0.66 4,375,450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3,956,10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59 3,942,800

无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3,549,000

无

严雅凤 境内自然人

0.41 2,700,00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

时中证淘金大数据

100

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2,474,34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洋浦万利通科技有限公司、海南亿雄商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没有关联关系，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北

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1）2019年4月1日，公司股东海南亿雄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62,0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9.3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

始交易日为2019年4月1日，质押期限为360天。详见2019年4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2）2019年6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华联集团将其于2008年12月26日质押给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46,000,000股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本次质押解除后， 华联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详见2019年6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根据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计划积极推进全面落实。门店发展方面，稳步拓展新开门

店，加强项目选址、商圈调研，确保签约质量，提升新开门店成功率；营运管理方面，关注生鲜销售，提升来客

数量，提升门店坪效，重视商品团购及加强重大节日促销活动，同时完善营运制度、加强监管和评价体系；商

品管理方面，优化商品结构、商品差异化建设、加强生鲜商品管理、加快畅销商品和新品引进、淘汰坪效低和

滞销品类；租赁方面，建立租赁考评体系，提升商铺出租率，严控租赁品牌和品质，从而提升租金坪效和来客

数量；创新服务方面，大力推广电子会员、丰富电子会员服务功能、增加社区团购服务。人力资源方面，强化纪

律管理，加强业务培训，重视发挥有能力、有激情年轻干部的作用，提升团队的协作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6家门店，实现营业收入6,096,794,461.27元，比去年同期减少0.62%，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55,788,914.93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5.04%。营业收入下滑主要由于门店来客数量下降导致。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由于报告期内销售毛利改善及营业外支出减少导致。

（1）主营业务分析

①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6,096,794,461.27 6,135,019,783.23 -0.62

营业成本

4,721,981,126.40 4,811,689,258.79 -1.86

销售费用

1,118,088,424.29 1,074,420,123.30 4.06

管理费用

159,896,884.03 145,198,032.78 10.12

财务费用

73,481,633.78 64,385,867.62- 14.13

研发费用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393,865.16 47,714,806.89 594.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778,629.99 90,392,096.70 -141.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708,639.84 -1,006,072,945.43 78.96

信用减值损失

376,600.62 - -

资产减值损失

- -1,026,777.98 100.00

营业外收入

11,296,173.93 8,137,023.23 38.82

营业外支出

2,649,140.42 24,807,452.85 -89.3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88,914.93 41,312,899.35 35.04

营业收入减少:由于门店来客数量下降导致；

营业成本减少:由于对营业成本进行有效控制；

销售费用增加:由于租赁费、物业管理费等费用支出增加导致；

管理费用增加:由于工资、福利费和保险费等费用支出增加导致；

财务费用增加:由于有息负债增加导致利息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由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减少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由于部分定期存款在报告期内到期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由于银行借款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变动: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将原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计入到信用减值损失，报告期

内由于其他应收款部分坏账收回导致减值损失减小；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将此科目计入信用减值损失；

营业外收入增加:处置闭店门店收取的押金和保证金导致；

营业外支出减少:由于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及退租损失同比减少导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由于毛利增长及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2）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

）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

）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28,895,343.75 0.29 0.00 0.00 -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相

关规定将原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科目计入此科目

做重新分类

在建工程

33,732,932.15 0.34 9,673,166.79 0.09 248.73

在建项目增加

应收票据

0.00 0.00 4,586,128.35 0.04 -100.00

应收票据到期偿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0.00 29,082,893.13 0.28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相

关规定将此科目转入交

易性金融资产

应付票据

81,279,499.91 0.81 53,699,976.71 0.53 51.36

应付工程款、 货款等增

加

应付股利

46,606,554.26 0.47 0.00 0.00 -

支付

2018

年度现金分红

（3） 投资状况分析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对外投资情况

2019

年

1-6

月投资额（万元）

2018

年

1-6

月投资额（万元） 变动额（万元） 变动幅度（

%

）

1,214.51 15,400 -14,185.49 -92.11

① 重大的股权投资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上市公司占被投资公司权益比例（

%

） 投资金额（万元）

哈尔滨汇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商品零售

100 1,214.51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元） 期末持股比例 期末账面价值（元）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源

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66,224,668.28 33% 1,061,411,913.39

长期股权投资 增资

合计

366,224,668.28 / 1,061,411,913.39 / /

②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年度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通州杨庄店

948.66

已开业

66.04 66.04 -207.43

长春卫星路店

528.26

已开业

43.92 43.92 -90.21

西安老城根店

1,278.36

已开业

361.82 361.82 -267.03

西宁中发源店

1,842.20

已开业

68.57 68.57 88.07

南宁新阳路店

1,409.00

已开业

0.00 0.00 -70.13

遵义新浦汇店

1,550.80

已开业

414.39 414.39 -304.90

③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科目 最初投资金额（元） 期末账面价值（元）

占期末证券总投资比

例（

%

）

累计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

值变动金额（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

29,709,000.00 28,895,343.75 100 -

合计

29,709,000.00 28,895,343.75 100 -

注：从2019年1月1日起，公司依据财政部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将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新

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其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不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而是作为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影响损益表。

④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业务性质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兰州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6,000

经营超市

43,840.10 15,306.34 645.18

南京大厂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3,000

经营超市

6,154.59 4,338.73 -193.53

广西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6,000

经营超市

37,722.90 11,493.16 686.67

内蒙古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8,536

经营超市

15,312.47 13,948.84 322.55

江苏北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1,000

经营超市

214.40 -629.96 -126.77

北京明德福海贸易有限公司

600

经营水产品

257.13 249.78 0.00

广州北华联设备采购有限公司

1,000

商业设备和办公设备

等的采购和销售业务

4,696.38 958.79 -14.84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

(

新加坡

)

采购有限公司

4,703.60

商业贸易

6,217.98 6,216.85 15.26

贵州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15,000

经营超市

90,935.30 18,472.56 1,817.56

呼和浩特市联信达商业有限公司

4,500

商业贸易

4,499.97 4,499.94 -0.03

银川海融兴达商业有限公司

5,000

商业贸易

10,869.05 4,721.94 37.72

包头市拓吉联商贸有限公司

5,000

商业贸易

- - -

吉林北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4,000

经营超市

920.56 -48.17 -48.17

黑龙江北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8,000

经营超市

- - -

青海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5,000

经营超市

789.89 563.37 63.37

陕西华联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1,000

经营超市

1,382.52 -15.30 -215.30

北京安贞惠达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

销售商品

- - -

江苏紫金华联商用设施运营有限公司

11,453

房产租赁

11,834.70 11,779.21 103.95

北京百好吉社区百货有限公司

1,500

经营百货

10,403.15 3,544.56 16.64

哈尔滨汇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

其他商业

1,189.16 1,301.90 87.39

辽宁北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8,000

经营超市

- - -

华联

(

北京

)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000

融资、担保

31,104.35 26,002.00 1,828.00

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

金融服务

1,116,876.12 321,639.97 9,251.65

北京华联鑫创益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商业预付卡业务

27,005.84 20,711.75 -0.94

注：报告期内尚未对包头拓吉联、黑龙江北华联、安贞惠达、辽宁北华联、吉林北华联出资。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规定,�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修订通知》的要求对原会计报表列报进行相应变更。

2.�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原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计入“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原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计入“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在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交易性金

融负债”项目；

原利润表列报项目“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在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本次调整仅涉及会计科目列示的变化，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当期损益、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盖章页

董事长：阳烽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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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1� � �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2019－043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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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长阳烽先生于2019年8月16日以书面方式

向本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会议

于2019年8月27日上午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公司部分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阳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规定进行合理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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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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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主席刘瑞香女士于2019年8月16日以书面

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9

年8月2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

瑞香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半年

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监事会及其监事保证本

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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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同意3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财政

部规定保持一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变更和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3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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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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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仅涉及会计科目列示的变化，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当期损益、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规定,�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修订通知》的要求对原会计报表列报进行相应变更。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的具体内容

1、 原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计入“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2、 原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计入“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3、 在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交易

性金融负债”项目；

4、 原利润表列报项目“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5、 在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本次调整仅涉及会计科目列示的变化，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当期损益、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二）变更日期

根据《修订通知》，公司从 2019�年中期报告起按照该文件的要求编制本公司的财务报表。

三、审批程序

2019年8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独立董事对此议案

发表同意意见。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

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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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报备文件

1、华联综超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华联综超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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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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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号一一零售》要求，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特将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

地区 经营业态

报告期内新开门店 报告期内关闭门店 期末门店家数

门店家数

建筑面积 （万平方

米）

门店家数

建筑面积（万平

方米）

门店家数

建筑面积 （万平方

米）

东北 生活超市

1 0.61 1 0.9 17 20.03

华北 生活超市

1 0.25 38 37.80

西北 生活超市

2 1.39 1 0.75 25 25.23

华东

生活超市

15 18.39

高级超市

10 3.77

华中 生活超市

10 13.00

华南 生活超市

1 0.42 17 14.24

西南 生活超市

1 1.03 32 30.13

合计

生活超市

6 3.70 2 1.65 154 158.82

高级超市

10 3.77

二、报告期拟增加门店情况

地区 经营业态 门店家数 门店来源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预计开业时间

西北 生活超市

1

租赁

1.26 2019

年三季度

华北 生活超市

1

租赁

1.60 2019

年三季度

合计 生活超市

2

租赁

2.86

三、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地区 经营业态 主营业务收入（元） 同比变动（

%

） 毛利率（

%

） 同比变动（

%

）

东北 生活超市

550,865,144.05 -4.43 9.76 -1.02

华东

生活超市

467,561,864.22 -3.45 9.10 0.83

高级超市

138,470,284.21 -4.18 14.42 -0.42

西南 生活超市

1,062,404,718.71 3.92 11.74 -1.55

西北 生活超市

996,864,686.03 0.74 14.01 0.18

华中 生活超市

259,131,588.23 -7.13 11.42 0.91

华北 生活超市

1,462,806,299.68 -2.94 12.32 1.09

华南 生活超市

415,587,604.71 -3.08 10.66 -0.41

合计

5,353,692,189.84 -1.44 11.86 0.03

以上相关数据为公司内部统计数据，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经营概况。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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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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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联集团” ）关于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华联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135,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3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9年8月27日，质押期限为1年。上述业务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华联集团共计持有公司194,195,95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9.17%；本

次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数量135,200,000股，占其持有股份的69.6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0.31%。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361� � � � � �公司简称：华联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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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苏常柴

A

、苏常柴

B

股票代码

000570

、

20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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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江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怀德中路

123

号

电话 （

86

）

519-68683155

电子信箱

cchjj@changchai.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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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829,845.59 1,186,760,892.26 -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058,025.07 18,638,557.66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4,227,155.59 17,262,823.25 -1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227,704.77 -5,608,853.15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39 0.0332 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39 0.0332 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0.86%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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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0,229,950.93 3,542,019,195.75 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35,662,393.66 2,043,308,026.74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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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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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43% 170,845,236

KGI ASIA LIMITED

境外法人

0.57% 3,189,845

黄国良 境内自然人

0.27% 1,528,891

胡文勇 境内自然人

0.27% 1,528,066

黎穗南 境内自然人

0.27% 1,507,800

陶晓芳 境内自然人

0.22% 1,228,000

薛鸿 境内自然人

0.22% 1,220,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

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21% 1,196,785

谢德庆 境内自然人

0.20% 1,140,1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20% 1,10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公司前十名流通股东之间以及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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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农机行业处于市场低位，且将继续低位运行。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各类柴油机、汽油机

及机组36.11万台，其中汽油机6.93万台，共实现销售收入1,115,829,845.59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98%。报告期

内，公司不断提升产品优势、加快拓展市场、稳步推进产品布局、注重服务管理、提升服务效率、加强内部管

理、注重降本增效，并取得了以下成效：

在产品研发与创新方面：公司继续推进了非道路国四柴油机以及道路国六柴油机的研发储备工作，远

程监控平台的开发应用也已进入软件部署阶段，该平台为公司“三包”服务费用的缩减提供了有利支持。

在质量管理方面：根据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情况，重新修订体系文件并于2019年4月份进行内部审核、

6月份通过了北京九鼎国联认证有限公司对公司的ISO9001和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外审和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审核现场监督抽查。

在营销管理方面：公司稳固现有优势领域，扩大优势产品份额，构建与客户、供应商信任和谐的合作伙

伴关系；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抢抓机遇拓展市场，推广产品配套新领域，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客户服务满意

度不断提高。

在内部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深化内控制度建设，加强重点项目监督力度，深入中期专项审计，提升企

业风险防控能力与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市场方面：在传统农业领域，面对市场竞争加剧的局面，公司制定了在稳固两大主机厂市场份额同时，

对新市场、新领域开拓挖掘，对重点区域进行针对性市场推广的销售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单缸机

行业总量下降较大，但公司单缸机销售下降低于行业水平。常柴单缸机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了行业第一的

地位。非道路领域中，多缸机在拖拉机、收割机、玉米收割机等同比配套份额有所提升，优势领域在不断夯

实；此外，面对农业领域不断下滑的局面，公司不断拓宽非农领域市场，除了稳固常柴在工程机械、探矿机

械市场占有率外，力争在沿海、工程基建、小工程机械等配套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对外投资方面：2019年2月，公司新设了全资子公司江苏常柴机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报告期内

已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施轻型发动机和铸件基地搬建项目。公司控股子公司数增加为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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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

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或已执行新金融准则

和新收入准则但未执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本通知附

件

1

和附件

2

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2019

年

8

月

27

日，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八

届二十次会议、 监事会八届十六次会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详见其他说明（

1

）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修订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以下

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准则规定在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

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八届

十七次会议、监事会八届十三次会议，

通过了 《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详见其他说明（

2

）

（1）财务报表格式变化的影响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报项目及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列报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74,229,941.58

应收票据

495,370,782.47

应收账款

378,859,159.1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30,130,275.77

应付票据

438,375,400.00

应付账款

591,754,875.77

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列报项目及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列报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90,877,079.72

应收票据

490,519,795.91

应收账款

300,357,283.8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87,550,797.44

应付票据

425,995,400.00

应付账款

561,555,397.44

（2）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减值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98,851,369.49 -498,851,369.4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98,851,369.49 498,851,369.49

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减值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70,940,000.00 -470,94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70,940,000.00 470,9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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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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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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7

日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8名董事，实到8名，为史新昆、张新、石建春、林田、张琼、李明辉、贾滨、冯根福。

监事会主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事项：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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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

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系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2019年

6月30日的资产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

表决结果：同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备查文件。

1、常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有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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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八届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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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监事会八届十六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7

日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到5名监事，实到5名，为倪明亮、朱敏、谢国忠、卢仲贵、刘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倪

明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常柴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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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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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相关规定，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后能

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备查文件。

1、常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八届十六次会议决议。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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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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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公司于新财务报表格式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

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

3、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

2019年8月27日，公司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及监事会八届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修订并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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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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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

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执行相关会计政策。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 其他未变更部分， 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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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公司对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修订：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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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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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利润表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增加“信用减值损

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

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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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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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通知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规定，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同意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六、公司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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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八届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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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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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2019年8月27日，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1�号一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截止2019

年6月30日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合计为9,465,931.82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构成如下:

序号 资产类别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元）

1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9,140,293.12

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20,126.88

3

存货跌价准备

205,511.82

合计

9,465,931.82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数额和原因说明

（一）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重大是指期末余额在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

和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进行单独减值测试，按该应收款项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单独减值测试后未发生减值的单项

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按期末余额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公司根据债务单

位的实际财务状况、现金流量情况等确定按账龄分析法结合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

并计入当期损益。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应收款项的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2.00% 2.00%

1－2

年

5.00% 5.00%

2－3

年

15.00% 15.00%

3－4

年

30.00% 30.00%

4－5

年

60.00% 6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不重大是指单项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不含

100

万元）的应收款项

(

包括应

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

。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且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不能反映其风险特征的应收

款项， 按该应收款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

备。公司根据债务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现金流量情况等确定按账龄分析法结合

个别认定计提的坏账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二）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末公司合并增加坏账准备9,260,420.00元。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应收账款跌价准备

244,651,019.08 9,140,293.12 0.00 253,791,312.20

其他应收款跌价准

备

32,989,620.58 120,126.88 0.00 33,109,747.46

合计

277,640,639.66 9,260,420.00 0.00 286,901,059.66

二、存货跌价准备

（一）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年末，在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遭受

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销售价格低于成本或其他等原因的存货，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

货跌价准备。提取时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并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产成

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

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对于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

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

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与具有类似目的或最终用途并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

关，且难以将其与该产品系列的其他项目区别开来进行估价的存货，合并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

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期末，公司对存货进行了全面减值测试，其中委托加工材料与产成品存在减值迹象，拟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为205,511.82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5,845,504.24 0.00 84,024.47 5,761,479.77

在产品

24,187,100.54 0.00 95,390.92 24,091,709.62

委托加工材料

993,300.18 82,456.25 0.00 1,075,756.43

产成品

16,035,855.03 80,512.36 0.00 16,116,367.39

低值易耗品

2,180,265.53 42,543.21 0.00 2,222,808.74

合计

49,242,025.52 205,511.82 179,415.39 49,268,121.95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本报告期合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9,465,931.82元，减少2019年上半年利润总额9,465,931.82元，计提

的资产减值准备占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例为15.26%。 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系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2019年6月

30日的资产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同

意公司对2019年6月末应收账款及存货计提9,465,931.82元资产减值准备。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

计政策的规定，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六、监事会关于计提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后能

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八届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有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