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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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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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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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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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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百货 60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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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解放东街211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解放东街211号 

电子信箱 LBS99@vip.163.com lidan8328@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779,698,459.46 6,062,149,319.04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76,375,011.11 2,370,421,822.94 0.2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1,147,342.07 -35,015,629.63 445.98 

营业收入 2,934,775,943.27 3,946,910,081.82 -2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064,952.61 165,862,462.59 -6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152,591.24 140,329,012.34 -74.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13 7.51 减少5.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63 0.7351 -69.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63 0.7351 -69.2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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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15 81,570,343 

  
无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宝银创赢最

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 3期 

其他 28.99 65,415,643 

  

质押 34,165,417 

必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8 11,000,000 

  
无 

  

安庆聚德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7 8,958,506 

  
无 

  

北京绿色安全农产品物流

信息中心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1 4,545,951 

  
无 

  

物美津投（天津）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 4,410,300 

  
无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宝银创赢最

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 16

期 

其他 1.85 4,180,242 

  

无 

  

曾少玉 境内自然人 1.58 3,562,000   无   

宁夏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 2,523,470 

  
无 

  

梁庆 境内自然人 0.87 1,954,559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北京绿色安全农产品物流信息中心有限公司和物

美津投（天津）商业有限公司为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其为一致行动人。 

2、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宝银创赢

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 3期与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 16期

同属于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基金。 

3、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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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受疫情影响较大，疫情发生后，公司全体员工面对疫情唯有责任，

面对生命唯有良心，公司多年来形成的企业文化积淀，让各级员工在关键时期有担当、有奉献，

积极配合政府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公司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全力保障区内居民的生活必需

品供应和物价稳定，与供应商及租户共克时艰，减免其租金及相关费用。疫情期间，公司除超市

业态外，百货及电器业态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所有店铺从一月下旬开始闭店，三月下旬恢复营

业，各店铺根据疫情防控政策规定，均处于限制客流人数进店及限制营业时间的非正常经营状态，

客流同比下降幅度较大，面对较困难的经营局面，公司通过加强各业态间的相互协作，针对性的

改变经营策略及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因疫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争取销售的回升，力争使后

续经营状况得到逐步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3,477.59万元，同比下降 25.64%，剔除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76%。受疫情闭店、减免商户租金及整体费用支出增长影响,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06.50 万元，同比下降 69.21%，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如下: 

1、公司百货业态面对疫情的影响，坚定发展信心，主动出击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提升线上运

营能力，引流顾客到店助力销售。 

（1）积极转变经营思路，实施营销变革，全力推进线上营销，打造新百易购社交电商平台。



通过小程序、直播、社群等方式，丰富线上活动方式和内容，将顾客引流到线上微商城，实现收

入转化，以拓展新的销售渠道； 

（2）通过组织召开供应商大会，解析市场，研判趋势，明确供应商帮扶政策及费用减免支持，

积极推介公司未来新发展项目，联合供应商共渡难关、共同激活市场信心； 

（3）作为公司在银川市西夏区商圈拓展的旗舰店，新租赁的宁阳商业广场项目将紧紧围绕

“商、贸、文、旅”四大主题，倾力打造“新潮流、悦时尚、新生活”的商业综合体，力争以该

项目为核心，形成百货业态在西夏区商圈的优势竞争地位和利润新增长点； 

（4）积极响应政府复工复产号召，并以此为契机，争取包括中国移动、各大银行及传媒集团

在内的各类异业联盟资源支持，同时联合知名餐饮、家私城、房企、车企开展各类大促活动，启

动以三家商业综合体店铺为主导的大型促销活动，通过近百场直播、爆款线上抢购吸引顾客到店

提货，社群粉丝狂欢券、美食街、搏击大赛、百人架子鼓、电音节等活动强化线下场景、引流客

群到店体验和互动。通过以上各类促销活动的开展，彰显了公司在特殊时期的社会责任、市场号

召力和影响力，有力提升了商户和供应商的信心及员工的凝聚力。     

报告期内，公司百货业态实现营业收入 32,602.37万元，同比下降 68.01%，剔除执行新收入

准则影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8.10%。新开宁阳广场店 1家。 

2、报告期内公司超市业态全力保障区内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供应，确保供货渠道稳定畅通和物

价稳定，尽一切努力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线上线下通力合作，充分利用多点线上平台的便

利性，使市民能够足不出户买到生活必需品，在做好经营发展工作的同时为全区疫情的防控提供

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1）全力确保市场各类商品供应，快速布置抓货源，抢货源，米、面、油从厂家直接发货，

菜品从基地收购，肉品从源头采货，从上海港、广州港等地区累计采购各类肉品近 300 吨，以最

快速度增加商品配置，把货源组织到门店货架上，使消费者能够放心、安心、随时购买到需要的

商品； 

（2）多点线上+团购+微信社区群+直播带货，快速推广微信社区群，吸纳群粉。现有大卖社

区群 423 个，制定社区群管理规范、群推广活动方案，营、采、销一体化规划社区群活动，通过

秒杀、接龙、预售、视频直播、抖音宣传等方式，多渠道营销助力销售提升； 

（3）统筹安排，组织人力支援门店销售需要，春节疫情期间，近万名员工放弃休假全部返岗，

到生鲜商品配送一线帮忙分拣、包装，充分利用技术优势，扩大多点线上配送覆盖面，充分保障

每日近万人线上下单的配送任务，在全区主要小区设立社区提货站，确保了疫情期间广大消费者

的所需商品能够及时无接触配送到家； 

（4）根据市场变化需要，积极探索变革项目，让商品“会说话和自我展示”，对陈列商品的

基本信息进行“极简”描述，使消费者能够在极短时间内获取商品的最基本信息，促使消费者完

成购买决策，同时随着经营渠道、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多样化，服务和方便消费者，力求去除商

品价格虚高的部分，进行线上比价、线下比价、全网比价，降进价、降差价、降售价。让商品管



理者真正明白商品定价的重要性，为消费者遴选出优势品牌和价格的商品。 

报告期内公司超市业态实现营业收入 212,178.22万元，同比下降 0.96%。剔除执行新收入准

则影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85%。区内外新开包括枫林湾店、吴忠国贸店、雁北路店等在内的

大卖场 6家，生活超市 1家，便利店 2家。 

3、公司电器业态报告期内确定了以提供深度体验和品质服务为依托，围绕“新百大家居”目

标布置并落地一系列新业务发展方向，积极探求新的家电服务业发展机遇和拓宽服务范围。 

(1)新百爱家微商城经过运营推广，在消费者群体中已具有一定知名度和消费偏好，商城品类

涵盖家电和手机类畅销品牌及新业务所有商品。在疫情期间，成为新百电器各事业部落地营销举

措、实现销售转化的重要通道，各事业部大力宣传社群及直播销售，将疫情期间累积的家电消费

需求引导至商城释放，弥补了部分闭店带来的销售损失； 

(2) 通过承办“宁夏 2020年双品网购节”活动，得到了包括自治区商务厅、银川市商务局以

及多家电商品牌的支持和助力，厂家总部加区域分部资源快速协同，优势资源聚集宁夏市场，强

化了新百电器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电器业态实现营业收入 46,508.30 万元，同比下降 39.52%，剔除执行新收入准

则影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9.65%。新开电器卖场 1家。 

4、公司新百现代物流报告期内通过保供应、保安全、保库存的三保战役，参与到宁夏抗击疫

情、保障民生、恢复生产的行动中，并顺利完成了上半年的发展目标。本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增加收益的工作理念，积极开拓变革、创新工作思路，持续开展信息系统平台研发等工作，完成

了 WMS 系统的切换运行、智能码盘系统及 GIS 智能管理平台的研发与运行，使物流信息业务全面

提升。  

报告期内完成配送额近 13亿元，同比增长 12.01%。 

（1）报告期内新增门店（共 11家店铺） 

地区 经营业态 门店名称 物业权属 
建筑面积

(㎡） 
开业时间 租赁期 

宁夏 百货 宁阳广场 租赁 71,408.85 2020年 6月 15年 

甘肃 超市 雁北路店 租赁 7,582.00 2020年 1月 15年 

宁夏 超市 枫林湾店 租赁 6,156.20 2020年 1月 15年 

青海 超市 香格里拉店 租赁 4,894.00 2020年 1月 15年 

陕西 超市 高新华府店 租赁 4,085.00 2020年 1月 15年 

宁夏 超市 吴忠国贸店 租赁 3,830.18 2020年 1月 15年 

宁夏 超市 盐池店 租赁 1,964.00 2020年 1月 15年 

宁夏 电器 枫林湾店 租赁 1,300.00 2020年 1月 15年 

宁夏 超市 沁园店 租赁 973.00 2020年 6月 15年 

宁夏 便利 2家 租赁 494.00 2020年 5月 15年 

 

（2）报告期内关闭门店（共 13 家店铺） 



地区 经营业态 门店名称 
物业

权属 

建筑面积

(㎡） 
停业时间 关闭原因 

相关

损失 

（元） 

宁夏 超市 CCmall店 租赁 1,752.34 2020年 5月 亏损 无 

宁夏 便利 兴业家园店 租赁 209.63 2020年 6月 合同到期 无 

宁夏 孕婴童 星星小镇店 租赁 346.00 2020年 4月 亏损 无 

宁夏 孕婴童 商贸城店 租赁 952.53 2020年 2月 亏损 无 

宁夏 通信 5家 租赁 1,144.40 2020年 4月 合同到期 无 

宁夏 通信 2家 租赁 209.50 2020年 4月 店铺调整 无 

宁夏 通信 2家 租赁 256.50 2020年 4月 亏损 无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本公司根据上述通知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详细内容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中“重

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说明。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曲奎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8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