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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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刘晓蓓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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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4,755,078,808.46

23,595,140,265.87

4.92%

9,552,489,112.56

9,509,880,784.56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1,762,166,023.32

-56.01%

4,450,339,753.87

-65.45%

244,391,496.44

12.04%

202,020,566.18

-75.30%

200,085,717.86

-0.62%

137,751,841.51

-82.76%

762,416,288.90

-1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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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14.29%

0.26

-75.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14.29%

0.26

-75.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

0.18%

2.11%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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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7,1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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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65,127.7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12,035,424.00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01,545.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066,200.42

合计

64,268,72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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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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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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9,888,346 人民币普通股

29,888,34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552,918 人民币普通股

18,552,91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634,190 人民币普通股

15,634,190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198,363 人民币普通股

13,198,363

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

12,103,274 人民币普通股

12,103,274

周志聪

10,153,734 人民币普通股

10,153,734

9,111,471 人民币普通股

9,111,471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1、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武
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为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银泰百货有限公司与达孜银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周志聪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有）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153,73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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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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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1、资产变动情况：
2020年9月30日

增减%

2020年1月1日

项目
金额
货币资金

占总资产比%

2,691,895,710.13

10.87%

应收票据

金额

占总资产比%

2,055,671,413.46

8.71%

148,200.00

30.95%
-100.00%

应收账款

30,218,835.14

0.12%

13,127,307.37

0.06%

130.20%

在建工程

3,353,422,804.06

13.55%

2,502,625,079.50

10.61%

34.00%

短期借款

1,727,988,000.00

6.98%

1,072,357,048.22

4.54%

61.14%

3,640,000.00

0.02%

-100.00%

应付票据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2,272,733.00

0.98%

1,407,105,363.00

5.96%

-82.78%

长期借款

1,664,500,000.00

6.72%

1,061,286,370.00

4.50%

56.84%

应付债券

940,000,000.00

3.80%

+

变动原因：
（1）货币资金同比增加，主要系发行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应收票据同比减少，主要系票据到期收回。
（3）应收账款同比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武商超市应收账款增加。
（4）在建工程同比增加，系梦时代广场工程投入增加。
（5）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同比增加，主要系银行贷款增加。
（6）应付票据同比减少，主要系票据到期兑付。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同比减少，主要系偿还银行贷款。
（8）应付债券同比增加，主要系发行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单位：元

2、利润变动情况：
项

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

营业收入

4,450,339,753.87

12,880,781,083.92

-65.45%

营业成本

2,667,841,874.90

10,100,050,629.36

-73.59%

税金及附加

86,454,476.23

144,573,677.66

-40.20%

财务费用

38,530,216.56

512,035.16

7424.92%

其他收益

68,165,127.78

3,513,631.83

18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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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658,262.40

+

资产减值损失

6,359,495.89

资产处置收益

-100.00%

-101,366.20

-1,311,772.82

4,820,196.19

8,686,177.97

-44.51%

271,702,454.66

1,093,627,262.61

-75.16%

69,681,888.48

275,608,788.63

-74.72%

净利润

202,020,566.18

818,018,473.98

-75.30%

综合收益总额

211,786,728.82

897,079,100.70

-76.39%

基本每股收益

0.26

1.07

-75.70%

稀释每股收益

0.26

1.07

-75.70%

营业外收入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

变动原因：
（1）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同比减少，主要系疫情影响及会计政策变更。
（2）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主要系疫情原因，向税务机关申请房产税减免及消费税较同期减少。
（3）财务费用同比增加，主要系银行贷款利息增加。
（4）其他收益同比增加，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
（5）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及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
（6）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加，主要系去年同期十堰人商资产处置。
（7）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主要系罚款收入减少。
（8）利润总额、净利润、综合收益总额、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同比减少，主要系疫情影响。

单位：元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2,416,288.90

890,224,715.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969,032.38

-865,636,242.43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417,040.15

-739,265,412.79

+

-14.36%

变动原因：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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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事项
为全面实现“超市做优”的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统一对外形象，优化管理架构，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整合
业务资源。经公司2020年10月29日召开第九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武商超市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商超市”）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商量贩”），吸收合并完成后，
武商超市存续经营，武商量贩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人员和业务由武商超市承继，武商量贩依法注销独立法人资格【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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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30日巨潮网公告（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5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为全面实现“超市做优”的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统一对外形象，优化
管理架构，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整合业务资源。经公司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武汉武商超市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商超市”）吸收合并公司全资
子公司武汉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商量贩”），吸收合并

2020 年 10 月 30
日

详见 2020 年 10 月 30 日巨潮网
公告（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20-052

完成后，武商超市存续经营，武商量贩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人员和
业务由武商超市承继，武商量贩依法注销独立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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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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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8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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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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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董事长：陈军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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