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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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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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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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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666,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上述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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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芳集团 60108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丽 马琳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 

电话 0931-8803618 0931-8803618 

电子信箱 gfzhengquan@guofanggroup.com gfzhengquan@guofanggrou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公司从事以百货业为主，超市、电器为辅的连锁零售业务，目前为甘肃

省内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公司旗下各门店的商品销售收入以及功能商

户的租金收入。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运营门店 12 家，面积合计 28.99 万㎡，其中：百货业态

为主的门店 6 家，超市 6 家。不同业态组合，强化了业态间的协同效应，有利于满足顾客的购物

需求。 



（二）公司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经营模式主要包括联营、经

销、代销和租赁。其中，联营模式是公司最主要的经营模式。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94.30%，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业态占比为：百货占比 88.97%、超市占比 9.41%、电器占比 1.61%。

公司报告期各经营模式数据与去年同期比较： 

业

态 

经

营

模

式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百

货 

经

销 
245,836,752.21 206,844,656.89 15.86% 210,969,518.86 178,013,598.74 15.62% 

联

销 
2,209,196,932.40 1,865,151,149.73 15.57% 2,189,157,649.32 1,831,143,259.50 16.35% 

其

他 
1,004,727.02 

 
100.00% 511,610.90 

 
100.00% 

小计 2,456,038,411.63 2,071,995,806.62 15.64% 2,400,638,779.08 2,009,156,858.24 16.31% 

超

市 

经

销 
119,711,742.31 104,552,910.03 12.66% 128,813,969.18 118,634,348.65 7.90% 

代

销 
76,634,737.17 63,837,022.61 16.70% 83,224,240.65 68,819,314.90 17.31% 

联

营 
63,461,190.88 55,450,070.82 12.62% 66,012,811.17 57,094,999.99 13.51% 

小计 259,807,670.36 223,840,003.46 13.84% 278,051,021.00 244,548,663.54 12.05% 

电

器 

经

销 
10,108,914.67 10,069,683.72 0.39% 19,344,461.39 10,654,283.01 44.92% 

代

销    
99.15 331.62 -234.46% 

联

营 
34,430,985.39 30,124,974.62 12.51% 42,198,085.98 36,534,510.49 13.42% 

小计 44,539,900.06 40,194,658.34 9.76% 61,542,646.52 47,189,125.12 23.32% 

合计 2,760,385,982.05 2,336,030,468.42 15.37% 2,740,232,446.60 2,300,894,646.90 16.03% 

1、联营模式 

联营是公司与供应商的一种合作经营方式，由公司提供营业场地，负责统一营销策划、统一

服务规范、统一维护顾客关系，统一的外墙及内部共用面积的装修；供应商负责商品配送、陈列、

推介和现场服务，提供商品在公司商场的指定区域设立品牌专柜，按照公司整体要求负责柜台的

设计、装修、装饰、布置、维修及维护，自聘营业员负责销售。商品的采购、销售及存货管理由

供应商负责，在商品未售出前，该商品仍属供应商所有，公司不承担商品的跌价损失等风险；实

现销售后公司从销售收入中按照约定的比率进行扣点分成。联营方式中，商品销售价格由供应商

确定。 



2、经销模式 

经销是指公司直接向供应商采购商品，并自行销售的经营模式。经销模式下公司的利润来源

主要是商品进销差价和返利收入。经销模式下，购进商品验收入库后纳入库存管理。通常，公司

与供应商在经销合同中对商品的退货、换货、价格管理、促销管理做出约定，以降低公司库存风

险。库存管理中，主要进行安全库存管理，以防止货品缺货、断货、积压。 

公司百货业务中，经销模式下的销售额较小，主要是化妆品和部分服饰。东方红广场店、白

银世贸中心店、张掖购物广场店部分商品采购模式为统采和地采相结合，宁夏购物广场店和西宁

国芳百货店采购模式为地采。 

公司超市业务中，超市业态经销模式下，兰州地区超市采购模式为统采，白银地区超市采购

模式为统采和地采相结合，西宁地区超市采购模式为地采。 

电器业态经销模式下，兰州地区采购模式为统采，白银地区采购模式为统采和地采相结合。 

3、代销模式 

代销模式下，商品所有权归供应商所有，公司不承担商品价格下跌、过期、过季等风险。代

销模式下的收入、成本确认过程，与经销模式相同。公司仅对超市业务中的部分商品采取代销。 

4、租赁模式 

租赁模式指商户向公司租赁部分场地开展经营，公司向商户定期收取租金。公司目前采用租

赁模式涉及的项目主要是餐饮、美发、健身、院线等。 

（三）公司主要发展业态行业趋势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 

2018 年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0,9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全年全国百家重点大

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增长 0.7%，增速较 2017 年放缓 2.1 个百分点。甘肃省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7.4%，增速比上年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7.6%，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6.6%；商品零售额增长 7.4%。宁夏自治区消费市场增长放缓，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波动下行，全区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低于全国 4.2 个百分点；

零售企业销售额增长 3.4%。青海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6.7%；商品零售额增长

6.7%。 

2、行业分类分析 

（1）零售市场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总体增速继续保持国际领先水平。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化妆品销售增速较上年同

期明显加快，反映了居民消费加快升级的趋势。 

（2）零售业态结构不断优化。 

便利型业态发展加快。据商务部零售业典型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8 年，便利店销售额同比

增长 8.3%。综合型业态稳定增长。各地购物中心新增商业面积仍然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在线零售

继续高速发展。2018 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到 18.4%。 

（3）融合发展日益加深。 

线上线下进一步深度融合。在线零售商加快拓展线下业务，大力布局社区超市、生鲜超市、

便利店。在大型实体零售商基本实现网上销售的同时，小型业态也加快了上线销售的步伐，2018

年连锁便利店企业开展线上业务的门店已超过 70%。跨行业融合创新不断深入。“零售业+其他行

业”是近年来零售转型的重要趋势，涌现出了一大批新业态、新模式，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商务部网站，甘肃省统计局网站，宁夏自治区统计局网站，

青海省统计局网站，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百货商业协会）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629,307,755.26 2,658,351,056.47 -1.09 2,316,859,875.98 

营业收入 2,927,239,172.26 2,902,334,352.88 0.86 2,840,037,64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1,696,720.72 120,920,043.69 8.91 91,831,20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8,918,664.56 114,806,813.30 3.58 92,163,87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86,043,809.85 1,767,283,862.73 1.06 1,181,980,235.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5,448,527.55 138,665,210.19 77.01 235,332,630.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22 -9.09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22 -9.09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44 9.17 减少1.73个百分点 8.1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14,415,435.41 666,817,328.5 680,110,997.28 765,895,41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696,520.08 45,382,196.37 22,621,123.01 25,996,88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211,545.01 37,689,185.32 22,304,435.24 21,713,49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239,000.08 -2,892,670.94 120,827,801.85 7,274,396.5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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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6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05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张国芳 0 280,500,000 42.12 280,500,000 质押 160,000,000 境内自然人 

张春芳 0 139,400,000 20.93 139,4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辉 0 40,050,000 6.01 40,05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辉阳 0 40,050,000 6.01 40,05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吕月芳 0 4,000,000 0.60 0 无   境内自然人 

蒋勇 0 2,000,000 0.30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杜芸 945,800 945,800 0.14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庆华 706,100 706,100 0.11 0 无   境内自然人 

石佳灵 -532,789 627,200 0.09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海胜 492,700 492,700 0.0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张国芳先生与张春芳女士为夫妻关系，张辉女士

系张国芳先生、张春芳女士之女，张辉阳先生系张国芳先生、张春芳女士

之子。张国芳、张春芳、张辉、张辉阳为一致行动人。2、除上述说明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多店升级改造，丰富业态组合，增强顾客购物体验 

2018 年百货业态通过前瞻性商业规划设计与运营整合，打造让消费者体验感更强、满意度更

高的商业环境。西宁国芳百货店负一层改造升级项目，为西宁地区消费者提供了运动主题的体验



场馆；宁夏国芳百货一至五层进行局部升级改造，伴随着 MICHAEL KORS、PANDORA、星巴克

等主力品牌的相继入驻，使得定位于轻奢时尚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白银世贸中心在完成鞋品、

少淑、男装及童装等品类的品牌优化；兰州东方红广场店七层卖场局部改造为“在水一芳”西塘主

题美食空间，新增餐饮区引进以西贝莜面村为代表的连锁品牌共计 26 家，其中 10 余家餐饮品牌

为甘肃首家门店，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了高品质享受的消费场景。 

超市业态以努力提升购物环境、优化商品结构为改善方针，2018 年公司对兰州地区曦华源店、

长虹店及白银世贸中心超市升级重装后开业，在卖场布局优化过程中继续加强品类管理、注重商

品资源整合，进行商品及品类的优胜劣汰。家电业态逐步形成依托百货复合发展的差异化经营定

位，精选保留国内国际优质品牌并进行商品调整。 

2、通过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不断加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把完善制度和流程作为加强管理工作的一项重点，尤其是加强内控制度的建

设。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公司重新梳理并优化完善了组织架构、人力

资源管理、投融资管理、财务管理、存货管理、资产管理、采购管理、工程管理、租赁管理、销

售管理、全面预算、财务报告管理、合同管理、法务管理、关联交易管理、信息系统管理、证券

事务管理、印章管理、内部监督等多项内控业务制度，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体系与机制。 

3、精耕细作，深度推进零售业务精细化管理、精准化营销 

报告期内，国芳百货各门店在运营体系、信息系统等方面着手，以兰州国芳为母体将招商、

营运、企划、客服等管理体系贯穿于各百货门店，进行全系统梳理与诊断，升级优化了以商品管

理、顾客管理、营销管理等以数据为导向的精细化管理工作标准与方法；根据地域、节庆、品类、

品牌不同，公司积极统筹分层次营销体系，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细分目标顾客群体，结合不同

门店的市场定位及客质差异，精准触达顾客，进行信息的有效传播与响应；公司还积极拓宽营销

渠道，重点培育多种自媒体、小程序等新媒体互动平台发展，在推送促销信息与活动资源、引导

消费者广泛参与、加强用户体验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与促进；通过线上和线下营销的有效结合，

满足了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和喜好，进一步加强了宣传覆盖效率。 

4、强化 IT 信息化基础建设，尝试大数据开发运用及智能体验链接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财务全面预算管理及公司费用报销流程上线的运用，加强费用预算及报

销体系的流程再造，为经营管理提效减负，同步深入开发企业微信功能，为经营团队提供更多数

据展现及流程审批功能；加大移动端协同办公业务应用处理能力，增加集团远程会议视频平台，

完成重点部门 PC 机硬件升级，以提高办公及协同效率；完成 CRM 系统升级上线工作，升级 CRM



客服数据分析系统；继续引入先进技术及设备，优化顾客终端支付方式及自助收银技术网络环境

升级；在大数据开发运用及智能体验方面，2018 年公司以实体门店资源为基础，结合微信及第三

方平台，打通全渠道零售基础业务，实现线下顾客与商品的数据化、智能化链接。 

5、持续优化公司薪酬体系，深入强化人才建设与发展 

为进一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保持公司薪酬激励性。2018 年，通过

全方位薪酬调查、薪酬测算、分析与评估，顺利完成员工调薪工作，提高了员工满意度及归属感；

实施公司基础员工岗位定薪定级工作，评定资深、高级、中级等三级岗位技能薪酬，有效调动了

员工钻研技能的积极性；2018 年公司在岗前培训、营运序列干部精准化管理培训的专业化、系统

化、效能化能力大幅进步，年轻化干部的学习力、可塑性、成长性成效明显；公司“7122 育才计

划”等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为公司未来开拓市场的人才储备

奠定了坚实基础。 

6、加速在甘肃省周边零售网点布局步伐，寻求规模化扩张机遇 

零售网点布局选址工作是公司中期发展的大事。2018 年公司及各业态经营班子成员挂帅组建

核心团队，将项目开发工作细化落实，分地区分组建立市场拓展力量，先后在天水、武威、临夏、

定西、庆阳等地考察开展市场调查工作，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寻求商机及合作点；一方面选派公司

核心干部赴省外优秀企业对标学习，交流轻资产项目拓展及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为确保项目甄选

的效率与质量，公司将重点项目的开发、筹备、工程建设进度管理等纳入核心目标考核及激励体

系内，设置奖励机制。2018 年，公司在甘肃省地级城市寻找规模化扩张机遇、扩大市场份额方面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22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23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24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财会[2017]14 号，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37 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

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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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8]15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修

订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 

2、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1）财政部对会计准则 22 号、会计准则 23 号、会计准则 24 号和会计准则 37 号等四项金融

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a、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b、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

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c、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d、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2）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准则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

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a、“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b、“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c、“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d、“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e、“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f、“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g、“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h、新增“研发费用”项目； 



i、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j、“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简化为“权益法

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k、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3、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和转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或

其他综合收益，并于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

述 2018 年末可比数。因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预计将对公司 2019 年起财务报告产生一定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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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及孙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国芳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掖市国芳百货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国芳百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甘肃国芳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孙公司名称 

白银国芳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兰州和怡贸易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