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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9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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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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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 年末公司总股本 342,422,5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7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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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百股份 股票代码 00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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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芬 李亚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11 楼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11 楼 

电话 020-83322348 020-83322348 

电子信箱 grandbuyoffice@163.com grandbuyoffice@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百货零售服务。公司采用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联营、购销及物业出租。 

 1）联营：指一种百货公司与供应商的合作经营方式。即供应商提供商品在百货店指定区域设立品牌专柜，由公司营业

人员及供应商的销售人员共同负责销售。在商品尚未售出的情况下，该商品仍属供应商所有，公司不承担该商品的跌价损失
及其他风险。供应商按售价扣除与公司约定的分成比例后开具发票给公司进行货款结算，公司在商品售出后按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通过商品进销差价核算结转毛利。联营模式是百货零售业最主要的经营模式之一，也是本公司百货经营最重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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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购销：即本公司直接采购商品后，购销商品验收入库后纳入库存管理，公司负责商品的销售，承担商品所有权上的

风险和报酬，通常公司可有一定退货换货率，以及因市场变化而发生的调价补偿。其利润来源于公司的购销差价。公司目前

对不能采取联销方式的商品经营一般采用购销模式，主要为电器、部分知名品牌化妆品、珠宝和超市商品等。 

     3）物业出租：是在本公司经营场所里进行的租赁经营，其利润来源于租金收入扣除物业成本后的余额。根据租赁对象

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配合百货门店零售业务，满足顾客其他消费需求的服务补充，例如银行、通信、餐厅、快餐店、
电影院、娱乐项目等；另一类以百货公司为主营业态，运用购物中心理念，按公司统一规划租赁给其他品牌供应商或代理商

用于商品零售服务，以满足各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主要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所属行业为百货零售业。近年来，在国内宏观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等有利
因素影响下，百货零售行业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但随着电商等渠道分流的影响持续，市场竞争加剧以及成本费用存在

刚性上涨压力，传统百货零售业增长乏力，行业景气度仍在低位运行。百货零售行业面对的是终端消费市场，周期性较弱，
需求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消费者预期等因素影响，具体商品需求受季节及节假日等周期性因素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0.19亿元，同比增
加5.33%，公司经营情况与行业发展匹配，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主要服务市场为广州市及广东省其他城市，区域内百货零售业较为发达，有多家本地及外来零售企业在区域内开设

门店，且随着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的不断增加，市场竞争状况较为激烈。公司依托优越的门店位置，丰富的供应商资源和
积极的市场研究，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提升经营品质，优化现有门店运营管理，深化区域连锁，在广州市、广东省内深度渗

透发展，同时创新经营模式和管理体制，不断提升在区域内的竞争力。公司是广州市销售规模最大的百货零售企业，是广东
省百货连锁龙头企业，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布的“2018年中国连锁百强”，公司名列第56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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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8,018,647,032.95 7,612,793,304.74 5.33% 6,889,541,30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648,297.41 201,089,870.37 -43.98% 173,872,51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195,874.20 186,245,072.21 -25.80% 138,937,63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588,879.73 216,753,180.37 -3.31% 196,710,767.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59 -44.07% 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59 -44.07% 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2% 7.51% -3.39% 6.7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302,271,726.35 4,397,784,658.70 -2.17% 4,237,894,77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55,335,218.30 2,744,846,991.29 0.38% 2,646,483,891.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79,319,947.39 2,009,587,305.58 1,626,302,301.39 2,203,437,47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694,843.59 51,357,025.47 50,069,572.85 -43,473,14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197,867.37 44,783,331.69 51,075,689.67 -8,861,0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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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615,918.38 6,770,756.81 170,790,633.05 158,643,408.2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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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48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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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商贸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3.23% 182,276,438 0   

广州市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5% 10,800,000 0 质押 10,300,000 

广州岭南集团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8% 8,153,999 0   

广州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0% 7,200,000 0   

余洪涛 境内自然人 1.57% 5,374,214 0   

黄佩玲 境内自然人 1.32% 4,530,033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8% 3,711,500 0   

林穗贤 境内自然人 0.84% 2,887,550 0   

李伟彬 境内自然人 0.61% 2,1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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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 1,453,66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州市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是广州商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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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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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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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百货店零售额同比增长

1.4%。百货零售行业整体发展景气度仍维持低位。2019年，公司管理层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围绕“改革创新+高质

量发展”工作主线，以“人”为本，创活力，狠抓高效能；做强“货”源，挖潜力，狠抓高品质；优化“场”景，提效率，狠抓高

成效，实现人、货、场的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0.19亿

元，同比上升5.3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3亿元，同比下降43.98%。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优化消费场景，提升客户体验 

一是推进门店优化升级，全年先后对15家门店进行了优化调整升级，调整面积约2.56万平方米。二是加强品牌资源管理，
把握消费风向，科学筛选符合定位的品牌投放市场，积极推动商品更新换代。三是打造数字消费新场景，积极推进线上线下

协同发展，将广百荟打造成为集服务功能与商品功能为一体的互动应用平台，实现百货扫码购和移动收款功能。四是精准营
销促销，全年开展多次“广百之夜”及婚庆节、旅游节等大型促销活动，有效提升销售。五是深入推广精细化服务，提升服务

工作水平和顾客满意度。 

（2）加强货品管理，促进健康经营 

 一是严把商品质量关，以确保商品质量为工作重心，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流程管控模式，落实商品监督机制。二是

完善货源监督，加强专柜、货架丰满度及库存供货量检查，为销售提供货源保障。三是强化库存管理，确保库存周转正常，
资金使用合理。加快慢销货源调换，投入更多促销资源，缩短库存周转天数。精准调整制定订货计划，重点抓好重要促销节

点订货、关注畅销商品存量，及时抢抓货源为销售提供库存保障。 

（3）完善激励机制，发挥员工积极性 

一是推动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顺利授予，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管和中层管理人员共计129人，首

次授予数量251.40万份。二是优化完善全员考核激励体系，加大绩效考核结果与薪酬的关联度，充分发挥绩效考核对经营工
作的指挥棒作用。三是推广“划小承包”考核激励机制和店长承包经营责任制，实现门店横向和层级纵向的承包经营全覆盖。

四是建立“赛马”机制，按照门店经营定位分赛区，激发门店良性竞争。 

（4）加大拓展力度，积极发展新业态 

一是公司携手广州地铁集团打造的广百广场荔胜店于2019年1月盛大开业，项目在物业设计、场景打造、体验元素上全
面升级，广受市场和顾客好评，实现首年开业首年盈利。二是积极发展广百黄金，广百母婴、广百小超、广百美妆等专业店、

集合店新业态，为顾客提供专业化、多样化的体验服务。 

2019年，公司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布的“2018年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中名列第56位，同比上升一位；入选广州商业总会

“2018年广州零售业30强”榜单第5名；获评2018年度广东十佳连锁经营企业、广州市连锁经营协会“2018年度广州市优秀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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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商业 7,628,574,898.50 873,361,603.14 11.45% 5.32% -11.23% -2.13% 

租赁 157,712,316.06 91,747,987.39 58.17% -0.05% 5.93% 3.2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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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企业金融工具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另于2019

年4月30号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相应调整。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

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本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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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因处置及清算原因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2间。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方式 

惠州市广百商贸有限公司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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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花都广百商贸有限公司 清算关闭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华俊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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