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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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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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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利 60303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忠发 王成 

电话 0551-82630448 0551-82630448 

办公地址 巢湖市巢湖中路79号 巢湖市巢湖中路79号 

电子信箱 adlyzf@163.com 445490166@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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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680,120.23 1,512,584,441.44 -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89,702,571.36 584,629,036.65 0.8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387,670.16 63,479,020.30 -31.65 

营业收入 836,168,070.09 768,058,976.62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753,534.71 21,777,095.47 -1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642,463.36 20,334,029.13 -13.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17 6.32 减少3.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36 -36.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36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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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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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学高 境内自

然人 

50.12 40,098,600 40,098,600 质押 6,705,500 

佛山森阳银瑞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50 6,000,000 6,000,000 质押 1,340,000 

姚忠发 境内自

然人 

2.34 1,872,000 1,872,000 质押 58,880 

姚明 境内自

然人 

2.34 1,872,000 1,872,000 无 0 

王晓芳 境内自

然人 

0.39 312,400 312,400 无 0 

周元灿 境内自

然人 

0.38 307,800 307,800 质押 202,800 

叶贵芝 境内自

然人 

0.38 307,800 307,800 质押 202,800 



夏留文 境内自

然人 

0.38 307,800 307,800 无 0 

孙玉琳 境内自

然人 

0.38 307,800 307,800 质押 134,000 

孙晓俊 境内自

然人 

0.38 307,800 307,8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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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董事会工作思路：全员研究商品，提高全员待遇，关注全员成长。以商

品为核心：引导全员转型，重点研究商品，加大新品引进力度，加快商品淘汰力度，积极开发推

广自有品牌。以员工为核心：创新举措，进一步关心员工，注重绩效考核，多渠道提高员工收入，

关注基层年轻人成长，培养后备人才。力求通过创新发展来推进转型升级,全力提升经营质量和效

益。实现规模与利润的同步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616.81 万元，同比上升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75.35 万元，同比下降 13.88% 。 

报告期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1、推进网点布局 

为推进公司制定的“连锁经营，区域领先”的发展目标，在市场调研和论证分析的基础上，公

司依托皖中地区布点及经营管理经验，进一步巩固已经布点的皖中市场，完善其在庐江、巢湖、

和县、无为的现有营销网络的布局，2017 年 6 月份公司已签约在庐江设立新的购物中心，经营面

积约 2.8 万平米，预计 10 月份开业。  

2、推进传统百货门店的转型和调整升级工作 

公司结合目前市场消费升级的需求和当地市场特点，稳步推进现有购物中心店转型调整，报告

期内已对三大购物中心进行升级改造，增加了儿童娱乐项目等。 

3、推进线上线下销售融合 



公司成立了安德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进行整体的运作和实施，电商公司充分依托安德利百货的

自营模式、物流基础、信息等优势，实现了线上线下资源对接，并深度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来布局

区域市场，完成农村的电商体系及商贸流通体系的构建； 积极拓展全渠道销售，全力拓展创新营

销，充分满足和迎合消费者的个性化、多样性需求，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和销售业绩。 

4、联动促销，坚持营销创新： 

利用公司优势，不断变革营销方式，报告期内公司条块联动，统一开展促销活动，同时结合各

购物中心特点，创新营销模式，积极开展精准营销来提高顾客关注度，破冰行动、闺蜜节、家电

传奇购物等各种现场演艺活动的推出以及卖场体验式营销策略，使门店呈现出动感热烈的销售氛

围。 

5、推进人力资源建设 

人力资源是公司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构成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

理是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前提和保证，公司成立了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中心，为管理人员建立了

完善的工作档案，对干部的使用和升迁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业务领域的

扩张，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紧迫。公司采取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双重措施并举的人力

资源引进培养方针，组建企业培训机构，建立健全员工培训提升体系，不断引进、培养在企业管

理、市场开发、财务核算和技术服务等方面业务骨干，分批输送业务骨干参加在职提升培训，挖

掘、培养、储备一批实践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扎实和具有现代经营管理理念的复合型中高层人才，

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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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的规定，本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前述准则。根据该准

则的相关规定，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 

2、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规定，本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前述准则。根据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

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该政策变更对本公司本期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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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