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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2013年 3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说明

本年度无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形。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二)� 2016年 11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2)�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说明

本年度无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形。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2013年 3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3。

(1)�变更项目的名称、原因及内容

为便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在“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实施内容仍为开设

连锁门店的原则下，变更部分新开门店项目或项目实施主体。

1) �原拟由株洲国安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株洲瑞和店和株洲桂鑫广场店，因

株洲国安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已被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株洲东都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吸

收合并，故将该等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株洲东都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2)�原拟使用资金 1,369万元开设娄底南苑上合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137 万元投资开设娄底回龙

湾店(大卖场业态，面积约 5,926平方米)，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娄底市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3)�原拟使用资金 1,873万元开设岳阳人和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855 万元投资开设宁乡春城万象

店(大卖场业态，面积约 10,203平方米)，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宁乡县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4)�原拟使用资金合计 11,633 万元开设长沙湘江印象店、长沙卧龙湾店、常德泽云广场店、衡阳岳屏明

珠店、邵阳隆回荣兴国际店、株洲摩托市场店、萍乡安源店 7 家门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2,240 万元投资

开设广西柳州地王店(百货业态，面积约 86,000平方米)。 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广西步步高商业有限责任公司。

5)�原拟使用资金 4,660万元开设萍乡秋收起义广场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536 万元投资开设长沙

电力职业学院店、569万元投资开设长沙宏聚地中海店、744万元投资开设株洲攸县喜盈门店、750 万元投资

开设株洲炎陵店、1,295万元投资开设重庆万胜店。

6)�原拟使用资金 3,090万元开设益阳沅江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2,791 万元投资开设四川成都沙河

国际店项目。

7)�原拟使用资金 1,157万元开设郴州宜章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193万元投资开设江西信丰店。

8)�原拟使用资金 3,114万元开设怀化溆浦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235 万元投资开设重庆垫江店、1,

844万元投资开设岳阳富阳广场店。

9)�原拟使用资金 3,307万元开设株洲桂鑫广场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410 万元投资开设常德水星

楼店、1,485万元投资开设广西桂林百年汇店。

10)�原拟使用资金 1,755万元开设永州东城云顶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535万元投资开设常德津市

店。

11)�原拟使用资金 630万元开设长沙生活艺术城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347万开设长沙山水湾店。

12)�原拟使用资金 569万元开设长沙宏聚地中海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779 万元投资开设常德西洞

庭湖店。

13)�原拟使用资金 1,295万元开设重庆万盛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010万元投资开设吉首大汉永顺

店。

14)�原拟使用资金 1,485�万元开设桂林百年汇店及已开设的四川沙河国际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078�万

元，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 1,788�万元，统一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6,742�万元投资开设桂林财富商业城

项目。

15)�原拟使用资金 2,499万元开设上饶横峰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3,778万元投资开设耒阳鑫汇国际

项目。

16)�原拟使用资金 6,742万元投资开设桂林财富商业城项目， 以及岳阳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670 万

元、长沙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170万元、永州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220 万元，统一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7,

831万元投资开设广西贵港店项目。

17)�由于公司已通过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审批，明确湖南省内零售业务当期应纳增值税实行总机构统一

核算，将湖南省内尚未开设的部分新开门店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原拟由

吉首步步高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吉首永顺店、衡阳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

体的耒阳鑫汇国际店，实施主体变更为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8)�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42.18 万元、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65.17万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营

业部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85.7万元，以及中国工商银行湘潭湘江支行募集资金专户投资开设吉首永顺店

项目后预计仍将有剩余资金，统一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680万元投资开设怀化靖州中央大街店项目。

19)�交通银行长沙车站南路支行募集资金专户投资开设贵港项目扣除未付工程进度款后剩余款项，现

拟使用资金 742万元投资开设益阳桂花中央广场店项目、 拟使用资金 859 万元投资开设新余喜盈门项目、

拟使用资金 798万元投资开设新余御天城项目、拟使用资金 888万元投资开设抚州中辰奥斯卡项目。

20)�原拟使用资金 798万元投资开设新余御天城项目及原拟使用资金 888万元投资开设抚州中辰奥斯

卡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396万元投资开设永新三湾店项目。

(2)�变更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九次会议、第三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出具了同意意见，相关信息已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3〕2-113号)，截至 2013年 3月 19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连锁超市发展项目、衡阳深国投商业中心项目、湘潭湖湘商业广场项目)的合计实际投资额为

47,251.57万元，公司决定用募集资金 47,251.57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

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二)� 2016年 11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4。

(1)�变更项目的名称、原因及内容

为便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在“连锁门店发展项目” 实施内容仍为开设

连锁门店的原则下，变更部分新开门店项目或项目实施主体。

1)�原拟使用资金 852 万元投资开设长沙润和星城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613�万元投资开设岳阳

鸿景园店。

2)�原拟使用资金 1,228万元投资开设宁乡大玺门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041�万元投资开设衡阳

万达广场店。

3)�原拟使用资金 1,365万元投资开设资兴瑞泰广场店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250�万元投资开设

湘潭市湘潭中心店。

4)�原拟使用资金 1,914万元投资开设株洲尚格铭城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762�万元投资开设湘潭基

建营店。

5)�原拟使用资金 1,495万元投资开设长沙湘荣家园店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368�万元投资开设

中海环宇城店。

6)�原拟使用资金 530 万元投资开设长沙紫金国际店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866�万元投资开设益

阳万达店。

7)�原拟使用资金 1,002万元投资开设株洲朝阳新城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138�万元投资开设九江万达

广场店。

8)�原拟使用资金 436 万元投资开设长沙旺盛佳园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751 万元投资开设宜春万

载广场店。

9)�原拟使用资金 839 万元投资开设邵阳武冈世贸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646 万元投资开设江西分

宜永康城市广场店。

10)�原拟使用资金 1,143万元投资开设怀化洪江飞龙商城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116万元投资开设

江西永新店。

11)�由于公司已通过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审批，明确湖南省内零售业务当期应纳增值税实行总机构统一

核算，将湖南省内尚未开设的部分新开门店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原拟由

邵阳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邵阳洞口店、邵东旭日家园店、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湘潭华雅花园店、娄底市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冷水江

佳泰家店、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长沙丽发新城店、尚海城市广场、义乌商业广

场、长沙明发项目、湖南郴州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郴州桂阳店、怀化步步高商业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沅陵北京会馆、怀化中铁建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

12)�原拟使用资金 8,967万元投资开设长沙丽发新城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6,000万元投资开设泸

州新天地项目。

13)�原拟使用资金 958万元投资开设邵阳洞口店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755 万元投资开设益阳桃

江金碧财富项目。

14)�原拟使用资金 1,449 万元投资开设长沙尚海城市广场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786 万元投资开

设岳阳缤纷天地广场项目。

15)�原拟使用资金 1,244万元投资开设邵东旭日家园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021万元投资开设常德

安乡城市广场项目。

16)�原拟使用资金 2,034万元投资开设长沙明发店，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219万元投资开设株洲茶陵

县朝阳新城项目。

17)�原拟使用资金 1,866 万元投资开设怀化中铁建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786 万元投资开设宁乡

水木清华项目。

18)�由于公司实行由总机构统一核算零售业务当期应纳增值税，将江西省内尚未开设的部分新开门店

项目的实施主体统一变更为江西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原拟由吉安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实施主体的江西永新店、宜春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宜春万载广场店，实施主

体变更为江西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9)�原拟使用资金 786万元投资开设宁乡水木清华店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488 万元投资开设郴

州桂东印象项目。

20)�原拟使用资金 1,409 万元投资开设怀化沅陵北京会馆店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685 万元投资

开设易俗河省建三公司项目。

21)�中国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60.59 万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

潭市分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123.03万元，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营业部募

集资金专户投资开设中海环宇城店项目后预计仍将有剩余资金，均统一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465 万元投资开

设长沙润和紫郡店项目。

22)�为便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根据子公司吸收合并进度及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择机实施对全资子公司的吸收合并、注销程序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程

序。 原拟由吉首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亿利广场店项目、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东山国际店项目、易俗河省建三公司项目，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实施主体的中信新城店项目、润和紫郡店项目、衡阳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衡阳

万达店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3)�岳阳缤纷店项目扣除未付工程进度款后预计剩余款项 164 万元、湘潭中心店项目扣除未付工程进

度款预计剩余款项 338 万元，合计 502 万元，该等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

市分行营业部 43050163860800000103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拟将上述剩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投资 667万元实施

临澧新安烟花广场项目。

24)�冷水江佳泰家店项目扣除未付工程进度款后预计剩余款项 1,881 万元、攸县望云国际店项目剩余

款项 1,598万元、冷水江万盛锑都店项目剩余款项 310 万元、湘西龙山县店项目剩余款项 121 万元，合计 3,

910万元， 该等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营业部 608191988 募集资金专

户。公司拟将上述剩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投资 1,532万元实施长沙乾源国际项目、投资 569万元实施邵阳恒大

华府项目、投资 1,034 万元实施双峰财智广场项目、投资 695 万元实施怀化会同北辰广场项目、投资 1,253

万元实施永州江永永华项目。

25)�原拟使用资金 569 万元投资开设邵阳恒大华府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211 万元投资开设宁

乡市正大广场项目。

26)�原拟使用资金 695 万元投资开设怀化会同北辰广场项目，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703 万元投资开

设星城新宇桃花苑项目。

2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 43050163860800000159 募集资金专户投资开设宜春万载

店扣除未付工程进度款后剩余款项 206万，公司拟变更为投资 754万开设长沙美来美商业广场项目。

(2)�变更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

次会议、第九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

机构均出具了同意意见，相关信息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6〕2-466 号)，截至 2016 年 11 月 25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连锁门店发展项目、偿还银行贷款)的合计实际投资额为 88,266.17 万元，公司决定用募集

资金 88,266.17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2013年 3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6年 11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2013年 3月非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4．2016年 11月非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 1

2013年 3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度

编制单位：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8,154.2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510.5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1,686.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20,659.9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51,488.5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43.58%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

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

末

投资进

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

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连锁超市发展

项目

是

79,

300.00

84,

492.47

510.56 81,653.86 96.64

2020年 12

月 31日

1,

904.7

1

否 否

衡阳深国投商

业中心项目

否

27,

400.00

27,

400.00

0.00 27,408.37 100.03

2013年 1月

25日

3,

037.4

5

否 否

湘潭湖湘商业

广场项目

否

11,

500.00

11,

500.00

0.00 11,597.71 100.85

2013年 11

月 28日

457.3

9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18,

200.00

123,

392.47

510.56 120,659.94

5,

399.5

5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一 一 一 一 一

补充流动资金 一 一 一 一 一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 计 －

118,

200.00

123,

392.47

510.56 120,659.94

5,

399.5

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新开业的门店市场培育期一般为一至两年，在培育期，由于

促销费等费用投入较大，一般会出现微利甚至亏损情况；另一方

面，由于筹办期间开办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减少了新开门店的

前期利润；另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募投门店的经营产生较

大不利影响。 综上因素，2020年募投门店虽整体盈利，但仍未达

到预期投资回报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原拟使用资金 1,369万元开设娄底南苑上合店，现变更为拟使用

资金 1,137万元投资开设娄底回龙湾店。

原拟使用资金 1,873万元开设岳阳人和店，现变更为拟使用

资金 1,855万元投资开设宁乡春城万象店。

原拟使用资金合计 11,633 万元开设长沙湘江印象店、 长沙

卧龙湾店、常德泽云广场店、衡阳岳屏明珠店、邵阳隆回荣兴国

际店、株洲摩托市场店、萍乡安源店 7 家门店，现变更为拟使用

资金 12,240万元投资开设广西柳州地王店。

原拟使用资金 4,660万元开设萍乡秋收起义广场店，现变更

为拟使用资金 1,536 万元投资开设长沙电力职业学院店、569 万

元投资开设长沙宏聚地中海店、744万元投资开设株洲攸县喜盈

门店、750万元投资开设株洲炎陵店、1,295 万元投资开设重庆万

胜店。

原拟使用资金 3,090万元开设益阳沅江店，现变更为拟使用

资金 2,791万元投资开设四川成都沙河国际店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1,157万元开设郴州宜章店，现变更为拟使用

资金 1,193万元投资开设江西信丰店。

原拟使用资金 3,114万元开设怀化溆浦店，现变更为拟使用

资金 1,235 万元投资开设重庆垫江店、1,844 万元投资开设岳阳

富阳广场店。

原拟使用资金 3,307万元开设株洲桂鑫广场店，现变更为拟

使用资金 1,410 万元投资开设常德水星楼店、1,485 万元投资开

设广西桂林百年汇店。

原拟使用资金 1,755万元开设永州东城云顶店，现变更为拟

使用资金 1,535万元投资开设常德津市店。

原拟使用资金 630 万元开设长沙生活艺术城店， 现变更为

拟使用资金 1,347万开设长沙山水湾店。

原拟使用资金 569 万元开设长沙宏聚地中海店， 现变更为

拟使用资金 779万元投资开设常德西洞庭湖店。

原拟使用资金 1,295万元开设重庆万盛店，现变更为拟使用

资金 1,010万元投资开设吉首大汉永顺店。

原拟使用资金 1,485 万元开设桂林百年汇店及已开设的四

川沙河国际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078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

息收入 1,788万元， 统一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6,742万元投资开设

桂林财富商业城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2,499万元开设上饶横峰店，现变更为拟使用

资金 3,778万元投资开设耒阳鑫汇国际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6,742 万元投资开设桂林财富商业城项目及

岳阳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670 万元、 长沙募集资金专户剩余

资金 170 万元、永州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220 万元，统一变更

为拟使用资金 7,831万元投资开设广西贵港店项目。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

剩余资金 42.18万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营

业部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65.17万元、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湘潭支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85.7 万元， 以及中

国工商银行湘潭湘江支行募集资金专户投资开设吉首永顺店项

目后预计仍将有剩余资金， 统一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680 万元投

资开设怀化靖州中央大街店项目。

交通银行长沙车站南路支行募集资金专户投资开设贵港项

目扣除未付工程进度款后剩余款项， 现拟使用资金 742 万元投

资开设益阳桂花中央广场店项目、 拟使用资金 859 万元投资开

设新余喜盈门项目、 拟使用资金 798 万元投资开设新余御天城

项目、拟使用资金 888万元投资开设抚州中辰奥斯卡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798 万元投资开设新余御天城项目及原拟使

用资金 888 万元投资开设抚州中辰奥斯卡项目， 现变更为拟使

用资金 1,396万元投资开设永新三湾店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47,251.57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等额募集资金置

换了该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本年度无该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因部分募投项目尚未完工与结算，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尚余 9.15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用于正在实施中的募集资

金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附件 2

2016年 11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度

编制单位：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2,750.1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458.5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1,47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22,306.4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35,816.6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29.18%

承诺投资

项目

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

项目

(含部

分变

更)

募集资

金

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

投资进

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

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

项目

连锁 门 店

发展项目

是

57,

267.00

38,107.48

1,

458.55

42,306.41 111.02

2021年

12月 31

日

276.15 否 否

偿还贷款 否

80,

000.00

80,000.00 0.00 80,000.00 100.00 一一

一

一

一一

承诺投资

项目小计

137,

267.00

118,107.48

1,

458.55

122,306.41 276.15

超募资金

投向

归还银行

贷款

一 一 一 一

补充流动

资金

一 一 一 一

超募资金

投向小计

合 计 －

137,

267.00

118,

107.48

1,

458.55

122,306.41 － 276.1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新开业的门店市场培育期一般为一至两年，在培育期，由于

促销费等费用投入较大，一般会出现微利甚至亏损情况；另一方

面，由于筹办期间开办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减少了新开门店的

前期利润； 另外，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募投门店的经营产生

较大不利影响。 综上因素，2020年募投门店虽整体盈利，但仍未

达到预期投资回报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原拟使用资金 852�万元投资开设长沙润和星城项目， 现变更为

拟使用资金 613�万元投资开设岳阳鸿景园店。

原拟使用资金 1,228�万元投资开设宁乡大玺门项目， 现变

更为拟使用资金 1,041�万元投资开设衡阳万达广场店。

原拟使用资金 1,365�万元投资开设资兴瑞泰广场店项目，

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250�万元投资开设湘潭中心店。

原拟使用资金 1,914�万元投资开设株洲尚格铭城店， 现变

更为拟使用资金 762�万元投资开设湘潭基建营店。

原拟使用资金 1,495�万元投资开设长沙湘荣家园店项目，

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368�万元投资开设中海环宇城店。

原拟使用资金 530�万元投资开设长沙紫金国际店项目，现

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866�万元投资开设益阳万达店。

原拟使用资金 1,002�万元投资开设株洲朝阳新城店， 现变

更为拟使用资金 1,138�万元投资开设九江万达广场店。

原拟使用资金 436�万元投资开设长沙旺盛佳园店， 现变更

为拟使用资金 751万元投资开设宜春万载广场店。

原拟使用资金 839�万元投资开设邵阳武冈世贸店， 现变更

为拟使用资金 646万元开设江西分宜永康城市广场店。

原拟使用资金 1,143�万元投资开设怀化洪江飞龙商城店，

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116�万元投资开设江西永新店。

原拟使用资金 8,967 万元投资开设长沙丽发新城项目，现

变更为拟使用募集资金 6,000万元投资开设泸州新天地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958万元投资开设邵阳洞口店项目， 现变更

为拟使用资金 755万元投资开设益阳桃江金碧财富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1,449 万元投资开设长沙尚海城市广场项

目， 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786万元投资开设岳阳缤纷天地广场

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1,244 万元投资开设邵东旭日家园店， 现变

更为拟使用资金 1,021万元投资开设常德安乡城市广场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2,034 万元投资开设长沙明发店， 现变更为

拟使用资金 1,219万元投资开设株洲茶陵县朝阳新城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1,866 万元投资开设怀化中铁建项目， 现变

更为拟使用资金 786万元投资开设宁乡水木清华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786 万元投资开设宁乡水木清华店项目，现

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488万元投资开设郴州桂东印象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1,409 万元投资开设怀化沅陵北京会馆店项

目， 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685万元投资开设易俗河省建三公司

项目。

中国民生银行湘潭支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60.59万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营业部募集

资金专户剩余资金 123.03 万元，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市分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投资开设中海环宇城店项目

后预计仍将有剩余资金， 均统一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465 万元投

资开设长沙润和紫郡店项目

为便于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

根据子公司吸收合并进度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择机

实施对全资子公司的吸收合并、 注销程序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变更程序。 原拟由吉首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实施主体的亿利广场店项目、 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东山国际店项目、 易俗河省建三公司

项目， 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的中信

新城店项目、润和紫郡店项目、衡阳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实施主体的衡阳万达店项目， 实施主体变更为步步高商

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缤纷店项目扣除未付工程进度款后预计剩余款项 164

万元、 湘潭中心店项目扣除未付工程进度款预计剩余款项 338

万元，合计 502万元，该等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营业部 43050163860800000103 募集

资金专户。 公司拟将上述剩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投资 667 万元实

施临澧新安烟花广场项目。

冷水江佳泰家店项目扣除未付工程进度款后预计剩余款项

1,881 万元、攸县望云国际店项目剩余款项 1,598 万元、冷水江

万盛锑都店项目剩余款项 310万元、 湘西龙山县店项目剩余款

项 121万元，合计 3,910 万元，该等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在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营业部 608191988 募集资金专

户。 公司拟将上述剩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投资 1,532 万元实施长

沙乾源国际项目、投资 569万元实施邵阳恒大华府项目、投资 1,

034万元实施双峰财智广场项目、 投资 695 万元实施怀化会同

北辰广场项目、投资 1,253万元实施永州江永永华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569万元投资开设邵阳恒大华府项目， 现变

更为拟使用资金 1,211万元投资开设宁乡市正大广场项目。

原拟使用资金 695 万元投资开设怀化会同北辰广场项目，

现变更为拟使用资金 1,703 万元投资开设星城新宇桃花苑项

目。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湘 潭 市 分 行

43050163860800000159募集资金专户投资开设宜春万载店扣除

未付工程进度款后剩余款项 206万， 公司拟变更为投资 754 万

开设长沙美来美商业广场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88,266.17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等额募集资金

置换了该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本年度无该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因部分募投项目尚未完工与结算，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尚余 1,

810.29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用于正在实施中的募集资

金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附件 3

2013年 3月非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0年度

编制单位：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连锁超

市发展

项目

连锁超市

发展项目

84,492.47 510.56 81,653.86 96.64

2020年 12

月 31日

1,

904.71

否 否

合 计 84,492.47 510.56 81,653.86 96.64 －

1,

904.71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第

三十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九次会议、第

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出具了同意

意见，相关信息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附件 1之说明。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附件 4

2016年 11月非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0年度

编制单位：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连锁门

店发展

项目

连锁门店

发展项目

38,107.48 1,458.55 42,306.41 111.02

2021年 12

月 31日

276.15 否 否

合 计 38,107.48 1,458.55 42,306.41 111.02 － 276.15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的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次会议、第九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

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

机构均出具了同意意见，相关信息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附件 2之说明。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 � �公告编号：2021-026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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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使用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授权

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不存在关联交易。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及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情况下， 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提高公司现金资产的收益。

2、投资金额

拟使用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

3、投资产品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可控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 12个月。公司委托理

财的资金不得用于投资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不得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号：风险投资》的规定。

4、委托理财的期限

本次委托理财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5、实施方式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人员在投资额度范围和投资期限内行使该项投资 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

6、信息披露

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该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等。

二、审议程序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委托理财对公司影响

公司对委托理财产品的风险及收益进行了充分的预估与测算，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与

项目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率。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

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控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人员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

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

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以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应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4、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5、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制定了符合公司的《委托理财管理制度》，有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有效的

保证资金安全，控制投资风险。 本次进行委托理财的产品不属于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

的的理财产品。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项目建设的前提下，有利于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广大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 � � �公告编号：2021-028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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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

定，现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进行公告，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概述

（一）梅西商业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7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受让梅西商业有限公司

94%股权的议案》,以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收购梅西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西

百货” ）94%的股权，购买日合并成本大于梅西百货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合计 184,338,755.13 元计

入商誉。 2018 年 9 月 17 日，翁斌将梅西百货剩余 6%的股权转让给公司，此次变更后，公司持有梅西百货

100%股权。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对合并梅西百货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1,494,310.27元。

本报告期末，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公

司聘请了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合并梅西百货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含商誉资产组在评估

基准日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梅西商业有限公司形

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 〔2021〕336 号)，根

据评估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梅西百货资产组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218,180,000.00

元，账面价值 240,106,246.09元，因此报告期公司需根据并购日持股比例 94%计算确认梅西百货商誉减值准

备 20,610,671.32元。

（二）广西南城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于 2014年 11月 24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批文同意,2015 年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非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收购广西南城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城百货” ）100%的股权，购买日合并成本

大于南城百货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合计 847,073,375.00元计入商誉。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对

合并南城百货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41,905,939.93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聘请了开元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合并南城百货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含商誉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可回

收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南城百货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含商誉资

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21〕340 号)，根据评估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南城

百货零售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1,344,290,000.00元，账面价值 1,330,576,035.35元；南城百货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组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608,310,000.00 元，账面价值 602,009,977.32 元，因此报告期公司无

需计提南城百货商誉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0,610,671.32元，该项减值金额计入公司 2020年度损益，相应减少了公司

2020年净利润，导致公司 2020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20,610,671.32元。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

度的经营成果及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资产价值，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能

够客观公允反映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 � �公告编号：2021-029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信息更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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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财务信息更正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对

前期财务信息进行更正。 现将本次财务信息更正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 ），前期对零售

企业联营模式使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确认收入存在一定争议， 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发布《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会计类第 1号》的相关规定，明确了零售业联营经营模式应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据此，公

司对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相关项目及经营数据进行更

正。

二、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具体情况及影响

（一）对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会计报表项目及经营数据更正如下：

（1）对合并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3月（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0年

1-3月（调整后）

一、营业总收入 5,541,609,741.93

-885,488,

274.30

4,656,121,467.63

其中：营业收入 5,516,013,769.90

-885,488,

274.30

4,630,525,495.60

二、营业总成本 5,418,171,065.27

-885,488,

274.30

4,532,682,790.97

其中：营业成本 4,302,174,213.27

-885,488,

274.30

3,416,685,938.97

（2）对母公司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3月（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0年

1-3月（调整后）

一、营业收入 3,798,057,927.46

-613,026,

473.28

3,185,031,454.18

减：营业成本 3,000,725,152.65

-613,026,

473.28

2,387,698,679.37

（二）对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会计报表项目及经营数据更正如下：

（1）对合并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6月（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0年

1-6月（调整后）

一、营业总收入 10,403,085,190.34 -1,839,057,016.78 8,564,028,173.56

其中：营业收入 10,351,537,382.38 -1,839,057,016.78 8,512,480,365.60

二、营业总成本 10,216,365,232.73 -1,839,057,016.78 8,377,308,215.95

其中：营业成本 7,994,688,519.95 -1,839,057,016.78 6,155,631,503.17

（2）对母公司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6月（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0年

1-6月（调整后）

一、营业收入 7,161,329,325.69 -1,300,499,207.14 5,860,830,118.55

减：营业成本 5,602,650,661.12 -1,300,499,207.14 4,302,151,453.98

（3）对经营数据中营业收入构成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6月营业收入

调整前 影响金额 调整后

调整后占营业收入比

重

营业收入合计 10,351,537,382.38

-1,839,057,

016.78

8,512,480,365.60 100%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批发零售业 9,341,286,486.71

-1,839,057,

016.78

7,502,229,469.93 88.13%

其他业务收入 1,010,250,895.67 1,010,250,895.67 11.87%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超市 + 家

电

7,643,576,409.51 -541,479,803.06 7,102,096,606.45 83.43%

主营业务收入：百货 1,565,617,763.80

-1,297,577,

213.72

268,040,550.08 3.15%

主营业务收入：批发 32,455,258.24 32,455,258.24 0.38%

主营业务收入：物流及广告 99,637,055.16 99,637,055.16 1.17%

其他业务收入 1,010,250,895.67 1,010,250,895.67 11.87%

分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湖南省 6,672,648,829.48

-1,394,074,

713.88

5,278,574,115.60 62.01%

主营业务收入：外省 2,668,637,657.23 -444,982,302.90 2,223,655,354.33 26.12%

其他业务收入 1,010,250,895.67 1,010,250,895.67 11.87%

（4）对经营数据中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等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6月营业收入

调整前 影响金额 调整后

分行业

主营业务：批发零售业 9,341,286,486.71 -1,839,057,016.78 7,502,229,469.93

分产品

主营业务：超市 +家电 7,643,576,409.51 -541,479,803.06 7,102,096,606.45

主营业务：百货 1,565,617,763.80 -1,297,577,213.72 268,040,550.08

分地区

主营业务：湖南省 6,672,648,829.48 -1,394,074,713.88 5,278,574,115.60

主营业务：外省 2,668,637,657.23 -444,982,302.90 2,223,655,354.33

项目

2020年 1-6月营业成本 毛利率

调整前 影响金额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分行业

主营业务： 批发零售

业

7,862,634,832.96

-1,839,057,

016.78

6,023,577,816.18 15.83% 19.71%

分产品

主营业务： 超市 + 家

电

6,385,245,048.41 -541,479,803.06 5,843,765,245.35 16.46% 17.72%

主营业务：百货 1,359,601,658.70

-1,297,577,

213.72

62,024,444.98 13.16% 76.86%

分地区

主营业务：湖南省 5,600,787,847.52

-1,394,074,

713.88

4,206,713,133.64 16.06% 20.31%

主营业务：外省 2,261,846,985.44 -444,982,302.90 1,816,864,682.54 15.24% 18.29%

（三）对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会计报表项目及经营数据更正如下：

（1）对会计报表合并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7-9月（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0年 7-9月

（调整后）

一、营业总收入 4,754,844,549.92 -1,083,943,485.16 3,670,901,064.76

其中：营业收入 4,727,494,942.19 -1,083,943,485.16 3,643,551,457.03

二、营业总成本 4,760,892,811.87 -1,083,943,485.16 3,676,949,326.71

其中：营业成本 3,567,326,086.39 -1,083,943,485.16 2,483,382,601.23

项目

2020年 1-9月

（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0年 1-9月

（调整后）

一、营业总收入 15,157,929,740.26 -2,923,000,501.94 12,234,929,238.32

其中：营业收入 15,079,032,324.57 -2,923,000,501.94 12,156,031,822.63

二、营业总成本 14,977,258,044.60 -2,923,000,501.94 12,054,257,542.66

其中：营业成本 11,562,014,606.34 -2,923,000,501.94 8,639,014,104.40

（2）对母公司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7-9月

（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0年 7-9月

（调整后）

一、营业收入 3,167,828,492.83 -760,573,788.60 2,407,254,704.23

减：营业成本 2,412,173,090.89 -760,573,788.60 1,651,599,302.29

项目

2020年 1-9月

（调整前）

影响金额

2020年 1-9月

（调整后）

一、营业收入 10,329,157,818.52 -2,061,072,995.74 8,268,084,822.78

减：营业成本 8,014,823,752.01 -2,061,072,995.74 5,953,750,756.27

（四）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影响：

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重新评估了主要收入的确认、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

化，不影响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不会对公司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

会计类第 1号》的相关规定。 同意本次财务信息更正。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一一会计类第 1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

相关文件的规定。 同意本次财务信息更正。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一会计类第 1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董事会关于本次财务信息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财务信息更正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财务信息更正。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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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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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

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1年 7月 18日 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首席合伙人 胡少先 上年末合伙人数量 203人

上年末执业人员数量

注册会计师 1,859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737人

2020年业务收入

业务收入总额 30.6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 27.2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8.8亿元

2020年上市公司（含

A、B股）审计情况

客户家数 511家

审计收费总额 5.8亿元

涉及主要行业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

售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采矿

业，住宿和餐饮业，教育，综合等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17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上年末，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累计已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1 亿元以上，购买的职业保险累

计赔偿限额超过 1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

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近三年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中均无需承担民事责

任。

3、诚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13 次，未受到刑事处罚、行

政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20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10次，未受到刑事

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

组成

员

姓名

何时成为

注册会计

师

何时开始

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

何时开始

在本所执

业

何时开始

为本公司

提供审计

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

报告情况

项目

合伙

人

魏五军 2002年 2001年 2002年 2018年

2020年度：签署兴图新科、大参林、

宇环数控、步步高、国发股份、高能

环境、 高斯贝尔等公司 2019 年度

审计报告

2019 年度：签署新五丰、通程

控股、中贝通信、长沙银行、湘潭电

化、南华生物、步步高、高能环境、

隆平高科等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

告

2018 年度：签署新五丰、通程

控股、南华生物、高能环境、加加食

品、 湘潭电化、 隆平高科等公司

2017年度审计报告

签字

注册

会计

师

魏五军 2002年 2001年 2002年 2018年

2020年度：签署兴图新科、大参林、

宇环数控、步步高、国发股份、高能

环境、 高斯贝尔等公司 2019 年度

审计报告

2019 年度：签署新五丰、通程

控股、中贝通信、长沙银行、湘潭电

化、南华生物、步步高、高能环境、

隆平高科等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

告

2018 年度：签署新五丰、通程

控股、南华生物、高能环境、加加食

品、 湘潭电化、 隆平高科等公司

2017年度审计报告

雷兵 2010年 2012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度：签署高能环境、步步高

2019年度审计报告

2019 年度：签署高能环境、加

加食品、 湘潭电化 2018 年度审计

报告

质量

控制

复核

人

梁志勇 2006年 2004年 2006年 2019年

2021年：签署新安股份、姚记科技

等上市公司 2020年度审计报告

2020 年：签署姚记科技、春光

科技等上市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

告

2019 年：签署春光科技、东南

网架、 赛托生物等上市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

（下转 B1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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