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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华百货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600785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宝生

李丹

电话

0951-6071161

0951-6071161

传真

0951-6071161

0951-6071161

电子信箱

LBS99@VIP.163.COM

lidan8328@126.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总资产

3,964,910,948.88

3,432,443,512.80

15.51

2,754,531,72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46,803,507.09

1,407,941,060.20

9.86

1,211,573,41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1,272,155.83

377,488,169.45

-41.38

377,716,257.59

6,604,959,299.65

5,999,829,915.18

10.09

5,291,390,56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1,356,822.48

242,243,327.17

-16.88

252,335,89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97,763,918.88

240,974,672.25

-17.93

243,824,34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35

18.18

减少 4.83 个百
分点

2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

1.17

-17.09

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

1.17

-17.09

1.22

营业收入

2011 年(末)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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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股东总数

22,2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21,87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例
(%)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股东性质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27

60,715,708

0

质押

安庆聚德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48

13,440,000

0

无

王垚

境内自然
人

2.02

4,187,417

0

未知

首域投资管理(英
国)有限公司－首
域中国 A 股基金

其他

1.83

3,806,055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长
城安心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3

3,800,000

0

未知

宁夏通信服务公司

其他

1.21

2,520,000

0

未知

北京鹏程美艺商贸
有限公司

其他

1.12

2,314,400

0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趋势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3

2,128,630

0

未知

刘晖

其他

1.02

2,116,216

0

未知

芦建新

其他

0.07

1,381,76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2.3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60,715,708

1、公司第一大股东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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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世界经济延续了缓慢复苏态势，对中国经济继续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国内经济全
年整体运行相对平稳，经济运行主要问题在于增速放缓。国内消费市场受以上综合因素影响，
各主要品类商品销售差异明显，消费整体增长不畅，行业景气度仍未出现明显回升，同时国
家多项提倡节俭等相关政策的出台，对零售企业中高端消费品的销售等带来一定影响，加之
企业各项综合成本的持续上升以及零售业面临的经营模式转型压力，均对全年的销售增长形
成制约。面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纷繁复杂及零售市场整体综合竞争环境的加剧，公司在新一届
董事会的领导下，克服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勤勉努力，力求实现全面
提升，通过积极应对市场变化趋势，及时把握市场发展的有利时机扩大发展规模，坚持区域
零售做强、做大战略的目标不动摇，公司百货、超市及家电三业态继续贯彻效益优先、强化
预算管理达成的目标原则，深入推动公司整体精细化运营管理，多渠道挖掘企业增长潜力，
各项经营指标平稳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0,495.93 万元，同比增长 10.09%，由于公司子公司青海新
华所属西宁店新开业及超市业态其他相关店铺尚在培育期原因影响，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135.68 万元，同比下降 16.88%。报告期内各业态经营情况如下：
1、公司各百货店铺进一步加强各项资源的整合，明晰对各店的调整、定位和目标提升，
通过细化各店铺的分类管理,强化各项预算指标的达成,有效落实了各门店综合经营定位的调
整,不同定位店铺在应对市场环境变化时实施差异化经营策略,并通过合理控制各项费用支
出，针对性促销策略的实施及强化对 VIP 客户群的精准服务，实现了百货业态品牌与服务
内涵的提升，各百货店的盈利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2、公司子公司青海新华所属西宁店（乐尚都市广场）作为公司百货业态的第 8 家店铺于
9 月初在西宁市开业，该店铺是公司倾力打造的在西宁当地经营面积最大、具有代表性的大
型购物中心，目前尚处于培育期，开业以来整体经营情况基本符合预期，相信在经过青海新
华管理团队后续必要调改和针对性经营策略的实施，将会逐步缩短该店的培育期，未来该店
的经营业绩将会逐步提升；
3、报告期内公司超市业态共新开包括大卖场、生活超市和便利店在内的共 13 家店铺，进
一步加快了营销网点的构筑，市场占有率、营业收入得到稳步提高；
4、2013 年公司超市业态农超对接经营实现了最大跨度的自营，农超对接通过近几年的发
展日渐成熟，并始终以"农超对接、服务大众"为发展主题，最大限度满足了更多消费者对物
美价廉新鲜蔬果的需求，从农民的生产基地直接供应到卖场的方式，大大减少农产品销售中
的环节，进一步提升了超市业态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5、目前，公司所属各业态连锁网点在银川市自西向东辐射西夏区、金凤区、兴庆区的繁
华街区和居民区，并将连锁网点逐步向区内其他市、县发展，随着规模逐步扩张和未来几年
发展规划的启动，宁夏区外将逐步形成公司在西北市场发展的新平台，目前已在内蒙、青海、
甘肃等区域开设零售网点，未来将形成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连锁企业；

3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6、报告期内，公司在银川市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投资建设的物美新华西北现代供应链项
目，首期约 150 亩工程已基本建成完工并初步投入使用，该项目将成为集商品仓储、农副产
品加工、配送、集散为一体的综合物流供应基地，随着后期工程的逐步实施，未来依托永宁
望远工业园区的发展平台，凭借公司在区域内商品流通行业的优势地位，该项目将建设成为
区内消费品流通行业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配套最齐全、辐射范围最广阔的绿色、安全、
生态的商品流通综合物流枢纽中心；
7、公司电器业态积极应对行业变化与销售模式的改变，不断创新、提升经营管理，积极
迎合消费者的需要，通过在卖场内新增智能机体验台及体验区，以时尚的形象和新颖体验式
消费方式来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并以此有效带动销售的提升，报告期内新开以经营通讯业
务为主店铺 5 家，同时全方位拓宽与移动公司的合作形式，中标其多家在核心商圈内的移动
营业厅经营权，在以较低成本开拓新开门店的同时不断提升了市场占有率。
（二）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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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4,959,299.65

5,999,829,915.18

10.09

营业成本

5,354,704,036.57

4,876,036,066.77

9.82

销售费用

734,231,525.92

615,318,923.23

19.33

管理费用

166,606,870.16

131,687,506.10

26.52

财务费用

34,726,474.50

15,914,806.21

118.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272,155.83

377,488,169.45

-41.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318,959.35

-751,871,893.77

42.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77,315.75

143,337,733.30

-82.50

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0,495.93 万元，同比增加 60,512.93 万元,同比增长 10.09%。
公司通过持续门店经营定位的调整、商品品类的优化，不断创新营销模式及增加新开店铺数
量与规模等方式，促进整体收入稳步增长。
(2)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公司所处零售业态经营特点，销售对象主要以个人零售消费为主，公司无法区分主要客户，
也不存在单一客户营业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 30%的情形。
3、 成本
(1)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

4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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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商业零售

主营业务成
本

5,351,426,159.22

99.94

4,873,890,507.44

99.96

9.80

租赁业务

其他业务成
本

3,277,877.35

0.06

2,145,559.33

0.04

52.77

(2) 主要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占采购总额比重为 7.86%。
4、

费用
单位：元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变动幅度（%）

销售费用

734,231,525.92

615,318,923.23

19.33

管理费用

166,606,870.16

131,687,506.10

26.52

财务费用

34,726,474.50

15,914,806.21

118.20

(1)销售费用较上年增加，主要是职工薪酬、租赁资产发生的租赁费及水电气费等增加所致。
(2)管理费用较上年增加，主要系子公司连锁超市和东桥电器业态规模扩大以及青海新华新
开业，从而导致职工薪酬、折旧摊销、税费等费用上涨。
(3)财务费用较上年增加，系子公司青海新华为购入西宁乐尚都市广场（万通大厦）而向银
行借入的款项产生的利息支出增加及公司刷卡手续费增加、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5、

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272,155.83

377,488,169.45

-41.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318,959.35

-751,871,893.77

42.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77,315.75

143,337,733.30

-82.50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下降，系本年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及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较同期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系本年支付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同期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下降，系本年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较同期减少，支付
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同期增加所致。
6、 其它
(1)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控股子公司东桥电器少数股东 49%的权益暨关联交易的收购
事项，公司并于 2014 年 1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银川新华
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银川市东桥家电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3】1656 号），截止目前，该事项尚正在按计划实施办理中。
(2)

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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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年初制定的发展目标，落实各项重点工作的开展，公司三业态新开
各类店铺 19 家，各类调改店铺 7 家，鉴于一些储备新店项目房屋租赁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
他原因，公司在经过审慎论证分析后，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放弃了一些开店项目，公
司全年三业态业务整体收入首超 60 亿元大关，达到 66.05 亿元，基本实现了年初制定的发
展计划，同时报告期内公司三业态业务走出宁夏，坚定实施走出宁夏以西北市场作为公司未
来发展方向的战略目标，增加了新华百货在西北市场的门店数，增强了公司竞争实力，以西
宁市最大的购物中心-乐尚都市广场开业为起点，以内蒙、甘肃、陕西等宁夏周边省份城市
相继开店为突破，标志着公司跨区域发展的目标已初具规模。
（三）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相关业务发展的需要，决定以现金方式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宁夏新丝路商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有利于公司自营品牌业务的拓展，
提高市场占有率。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批发和零售百货，文化用品，服
装鞋帽，针纺织品，金银首饰，钟表，工艺品，代理品牌业务等。同时为提升本公司珠宝品
牌经营业务的拓展渠道，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宁夏新百每克拉美西北钻石商场有限公
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8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自有现金出资 4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每克拉美（北京）钻石商场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15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9%；自然
人王滨以现金出资 16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1%，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首饰、工艺品、
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计算机及辅助
设备；经济贸易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
；会议服务等。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股权投资与上年同比减少 13,520.00 万元，同比降低 90.13%。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4 年，我国零售业竞争将更趋白热化，大型零售企业控制的市场份额将会不断提高，
传统百货店的经营已显现出一些不能充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端倪，电商冲击
推动传统百货业加快转型，实体商业与电商企业整合成为发展趋势，而区域性连锁零售企业
在发展速度和效益方面的优势会逐年显现。
国家通过促进消费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行业政策将会逐步细化实施，将会给予零售行业
未来较大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同时伴随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深入施行，消费人口及收入的不断
上升，将会带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为未来实质推动消费市场的回升创造
良好的局面。
(二)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百货、超市、家电三业态目前同时面临机遇与外来挑战并存的局面，公司将继续在稳
固宁夏市场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区域领先、区域做强的总体战略，深耕细作区域市场，持
续巩固、提升在当地零售市场的优势地位，积极寻求契机拓展新的发展区域，不断巩固提升
现有成熟商圈，探索如何加快在宁夏及周边地区构筑、竞逐、培育、形成并引领新的商圈，
将成为公司未来在本区域内及西北相关市场发展角逐中，能否取得最终实质性发展壮大的关
键所在。同时，公司将适时调整、关注并实施零售行业转型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尝试与电商
合作、探索 O2O 模式，继续强化创新发展理念，将公司逐步打造成为在西北流通市场具有
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零售企业目标不动摇。
(三)

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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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 年，零售市场的发展速度会逐步加快，竞争的力度将更加激烈范围将更广，公司
将根据发展的实际需要均衡内生性增长及外延式扩张发展的节奏，不断创新经营管理手段，
全力缩短新店培育期，以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来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同时
会适时通过区域内并购来实现规模扩大、市场占有率的提高；
2、公司各百货店铺将进一步加强各项资源的整合，强化重点品牌的营销管理，加大 VIP
经营力度和方式，积极以外部促销和内在转型为抓手，多渠道、多角度出发，提升市场竞争
力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同时后续将充分做好百货业态固原店、大世界店及鼓楼龙马项目店
铺的前期开业准备工作，确保以上三家百货店铺开业经营后能够给公司百货业态带来新的发
展动力和突破；
3、公司超市业态将加快品类优化调整，不断优化营销网点建设布局，力争新开各类店铺
近 18 家，进一步提升超市业态在招商、营销及营运等方面的发展力度，不断提高生鲜直营
与农超对接的综合营运水平，强化公司超市业态在本区域内的领先优势，不断提升超市业态
的综合竞争实力；
4、新百电器在 2014 年将积极应对市场的激烈竞争,紧紧围绕各项预算目标，优化资源配
置，创新营销理念，通过紧抓"店面、营销、商品、服务"四个方面来做好经营管理工作，继
续全力打造"新百电器"、"新百通信"品牌。进一步提升整体市场运营能力，提升服务水平，
为新百电器的再次发力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2014 年公司将积极加强集团整体的全面提升工作，围绕"提升、发展、创新"三大主题
来优化运营体系，并由此形成自身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经营模式和经营技术以及掌握这些技术
的经营团队。继续提升服务、经营好服务，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感动服务，通过不断延伸会
员服务方式和内涵，使各业态服务更专业化和标准化，从而促进公司整体经营质量的不断提
高；
6、2014 年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各项预算指标的达成与提升，通过精细化管理手段的实施来
处理好发展与经营效益的提升工作，并坚持以市场发展的标准来衡量调整、改变自身，不断
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执行力；
7、2014 年公司将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交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
引》及宁夏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切实落实 2014 年度内控实施工作任务，重点做好内控体系建设及内控制度
的试运行及自我评价工作,并根据试运行情况，进一步完善方案、手册，确保运行系统稳定、
良好与高效，确保内控体系设计符合监管要求，确保运行系统与内控体系满足公司管理与发
展的需要。
(四)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2014 年公司资金需求将主要来自百货业态三家综合购物中心店铺开业前期的装修改造及开
办费等、包括公司租赁的固原店、银川大世界店和鼓楼龙马广场店开业前的装修改造、超市
业态约 18 家店铺的开业和其他相关店铺的调改以及家电业态商品采购所需各类资金等，根
据公司目前整体的资金使用状况分析，预计 2014 年资金需求会有一定的压力，公司将通过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日常经营积累及银行信贷等其他融资渠道来筹资，全力确保公司发展对
资金的需求量。
(五) 可能面对的风险
1、国内经济的相对缓慢增长及相关不利因素制约着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使零售企业发展
继续承受着较大压力，"促销"和"转型"在一段时期内仍将是零售业的发展主题。在网上销售
的冲击下，零售企业为了应对客流下降、销售减速的困境，促销的力度将更大，目的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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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国内零售行业将在未来的几年中面临更为严峻的经营形势，行业整体发展将受到一定
影响；
2、现代零售业对店面管理的高度专业化、特色化，在资源整合、经营管理、市场开拓等方
面对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管理难度，同时专业管理人才的不足将是公司寻求进一
步扩张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3、根据公司目前积极走出宁夏以西北市场为发展新平台战略初步实施的实际状况综合分析，
公司集团化整体营运能力仍显不足，整体运营体系尚需完善；跨区域发展的整体规划与应变
能力的提升给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
4、零售业竞争态势逐步加剧，商业地产的租赁价格大幅上涨及人员工资等要素价格的持续
上升，使公司的各项综合成本及费用压力逐步加大，一定程度加大了公司规模扩张后的经营
风险。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公司新成立全资子公司宁夏新丝路商业有限公
司纳入合并范围。
宁夏新百美克拉美西北钻石商场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本年 9 月份投资设立的子公司，持股
比例 60%，该公司 11 月 18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进行清算，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不再
纳入合并范围，按权益法核算。

董事长：曲奎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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