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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苏艳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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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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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

上年同期

同期增减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5,618,860,54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调整后

调整后

5,389,943,489.66 5,478,928,058.13

2.55%

185,677,388.31

167,462,689.83

179,455,397.39

3.47%

184,077,308.75

160,489,908.14

169,624,949.40

8.52%

1,104,331,591.47 1,055,387,114.16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7,103,249.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49

0.1938

0.2077

3.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49

0.1938

0.2077

3.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2.65%

2.83%

-0.38%
本报告期末比上

上年度末

年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调整后

调整后

21,970,622,727.61

15,953,710,192.78 20,910,215,860.78

5.07%

7,678,731,638.19

6,393,605,293.41 7,493,350,403.10

2.4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678,416.6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42,259.92
362,264.15
1,308,772.61
-3,822,920.18
500,0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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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787.20

合计

1,600,079.5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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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32,088

0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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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境内非国有法
34.99%

302,241,133

境内自然人

7.09%

61,208,129

境内自然人

6.01%

51,958,322

6.00%

51,834,237

5.00%

43,195,198

3.93%

33,967,391

境外法人

2.03%

17,503,156

其他

1.93%

16,689,312

其他

1.69%

14,607,095

份有限公司

人

钟永利
张海霞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16,983,695 质押

数量
162,983,695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公司

人

江苏京东邦能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有限公司

人

金鹰基金－工商银
行－万向信托－万
向信托－星辰 16 号 其他
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新沃基金－广州农
商银行－西藏信托
－西藏信托－顺景
40 号单一资金信托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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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员工持股计划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四组合

其他

0.99%

8,589,52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量

285,257,438 人民币普通股

285,257,438

钟永利

61,208,129 人民币普通股

61,208,129

张海霞

51,958,322 人民币普通股

51,958,322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51,834,237 人民币普通股

51,834,237

江苏京东邦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3,195,198 人民币普通股

43,195,198

33,967,391 人民币普通股

33,967,391

17,503,156 人民币普通股

17,503,156

16,689,312 人民币普通股

16,689,312

14,607,095 人民币普通股

14,607,095

8,589,527 人民币普通股

8,589,527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星辰 16 号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新沃基金－广州农商银行－西藏
信托－西藏信托－顺景 40 号单一
资金信托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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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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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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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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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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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较年初

较年初

变动原因

增减额

增减（%)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经营活动产生

货币资金

1,842,243,507.87

1,170,130,220.20

672,113,287.67

57.44%

发放贷款和垫款

38,901,623.16

29,105,886.09

9,795,737.07

33.66%

的现金流量良好；
报告期增加主要为小额贷款公司
业务拓展，发放贷款增加；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列报
于“可供出售金额资产”的股权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4,712,000.00

-104,712,000.00

-100%

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列报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列报
于“可供出售金额资产”的股权投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4,712,000.00

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104,712,000.00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列报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报告期增加主要为支付红星土地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42,523,098.84

1,817,489,774.06

625,033,324.78

34.39%

款、家润多资产购买款、赣州房
产进度款；

应交税费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期末应交增值
71,553,749.68

48,313,653.36

23,240,096.32

48.10%

617,571,400.00

375,571,400.00

242,000,000.00

64.4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税增加；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因为一年内到
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同比

同比

增减额

增减（%)

变动原因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因公司经营发
财务费用

63,229,853.82

35,152,758.31

28,077,095.51

79.87%

展需要而增加借款导致利息支出
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减少主要是按账龄和按五
-848,287.08

6,649,684.50

-7,497,971.58

-112.76%

级分类制应计提的减值准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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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减少主要因为政府补助较

其他收益

4,942,259.92

11,179,050.19

-6,236,790.27

-55.79%

投资收益

1,308,772.61

985,918.47

322,854.14

32.75%

资产处置收益

-678,416.69

-376,024.07

-302,392.62

-80.42%

上年同期减少；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收到的理财产
品收益增加；
报告期减少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
损失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同比

同比

增减额

增减（%)

2018年1-3月

报告期减少主要是支付红星土地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1,088,191,436.81

金流量净额

变动原因

-675,525,742.45

-412,665,694.36

-61.09%

款、赣州购房进度款、家润多资产
购买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608,151,394.32

金流量净额

-594,130,965.89

1,202,282,360.21 202.36%

报告期增加主要是收到借款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到家和智慧收银场景
2019年一季度，公司Better购、京东、多点、美团到家O+O合计订单28.63万单，营业收入1721.77万元。Better购会员码，
扫码购、多点自助、微信自助合计营业收入3.75亿元。
2、数字化会员情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会员突破1770万，其中数字化会员700万+。2019年一季度新增数字化会员199.6万。
3、可比门店来客数增长
2019年一季度，全司可比门店来客数增长0.30%，会员订单增长39.95%；超市可比门店来客数增长0.86%；会员订单增
长42.95%。
4、新客增长
2019年一季度，全司新增数字化会员199.56万，其中新客会员157.47万，新客会员占比78.90%，传统会员转化数字化会
员占比21.10%，新客销售占比8.65%。其中超市业态一季度新增数字化会员173.72万，新客会员138.97万，新客销售占比8.7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刊

公司智慧零售进展情况

2019 年 04 月 27 日

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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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 累计投资收

值变动

金额

售出金额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104,712,000.00

0.00

0.00

0.00

0.00 1,663,276.66 104,712,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04,712,000.00

0.00

0.00

0.00

0.00 1,663,276.66 104,712,00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2019 年 03 月 13 日

接待方式
实地调研

接待对象类型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http://rs.p5w.net/c/0022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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