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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72 900943                              公司简称：开开实业 开开 B股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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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实业 600272 不适用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开开B股 90094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光靓 张燕华 

电话 86-21-62712138 86-21-62712230 

传真 86-21-62712138 86-21-62712138 

电子信箱 dm@chinesekk.com zyh@chinesekk.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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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237,397.19 1,031,549,580.68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5,151,286.59 511,412,098.00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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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4,610.76 7,712,234.46 40.23 

营业收入 448,593,812.36 439,586,026.18 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27,610.46 11,018,817.86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22,529.09 4,035,001.39 76.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2.66 减少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2 / 12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998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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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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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51 64,409,783 0 无   

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7 6,000,0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双债丰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9 4,356,479 0 无   

上海金兴贸易公司 国有法人 1.23 3,000,000 3,000,000 冻结 3,000,000 

金樟贤 境内自然人 0.70 1,722,401 0 无   

曹蒙梅 境内自然人 0.65 1,583,847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领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1 1,500,010 0 无   

曹君梅 境内自然人 0.52 1,276,955 0 无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其他 0.51 1,231,767 0 无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其他 0.49 1,186,091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隶属

于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其他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上海金兴贸易公司、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与前 10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其余股东与前 10名股东及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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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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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半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弱复

苏态势延续，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困难和挑战，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目标，以“撤二建

一”后的新静安成立为契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方式变化的新常态，积极应对供给侧

改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克服传统产业持续疲软的大环境，加快库存资产的盘活，持续提升内部

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的基础，在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项经济指标均保持了良好的

发展态势，实现公司主业生产经营业绩的稳中有升，努力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859.3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900.78 万元，增幅 2.05%，

实现利润总额 1,922.8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54%；实现净利润 1,152.6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

涨 4.9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2.76 万元，较上年同期 1,101.88 万元,上升 6.43%。 

（一）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发展活力。 

上半年，公司第七届董、监事会自 2013 年选举产生至今，已满三年。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通过规范程序，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董、监事会和管理层。 

公司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启动了审计事务所提出执行缺陷

的整改工作，对下属子公司所存在执行缺陷进行了制度调整设计以及确保整改的落实。同时，公

司为进一步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建立健全公司管理制度，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订）》等文件的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部

分条款进行了修改。 

公司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与投资者的交流工作，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的互动和交流，积极参加

了“2016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

公司经营管理情况等问题与所有投资者进行沟通；并对公司官网进行了改版，专门设立了“投资

者关系”栏目，搭建投资者与公司互动的平台；主动通过参与“上证 e 互动”，及时回答投资者问

题，与投资者互动沟通，切实尊重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并且于 7 月 20 日完成了 2015 年度利

润分配工作。公司连续多年现金分红比例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公司在董事会确定的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分析行业发展

趋势及企业自身的发展现状，加强团队建设，持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资产结构，确保公司

的投资及资源配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加速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深化内部

改革，强基固本，提质增效，经营发展态势平稳，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良好，业绩稳步增长，

经营规模稳步扩张，策略性投资持续稳定贡献利润，为企业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抢抓市场机遇，发挥品牌优势。 

公司下属服装、医药两大板块继续实施“价值引导策略”，强化品牌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切入

点，以提高产品质量为基础，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 

雷允上积极把握好新静安“撤二建一”的历史机遇及“互联网+”的利好形势，调整经营结构，

创新经营模式,主动顺应消费变化，狠抓自用型产品开发，保证了自主品牌销售稳定增长。公司精

心设计的“香留情驻”香囊被选定为 G20 峰会唯一指定伴手礼，有效提升了老字号“雷允上”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开开制衣在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坚持自己品牌的特色，做专做特，坚持走差异化道路，特

别是做精一件衬衫。利用开开创立 80 周年的契机，紧紧围绕“开开领袖风采 80 周年”的主题，

推出以品牌推广为主体的系列营销活动。同时，积极参展了在云南昆明举办的南亚博览会暨“昆

交会”、新疆喀什举办的“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认真筹备组织“老字号品牌沙龙”等活动，进

一步扩大了“开开”品牌在全国市场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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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托资源优势，优化产业布局。 

公司继续遵循“壮中求大、扬长避短、抓住机遇、滚动发展”的总体思路，随着国资国企改

革的深化，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在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等方面取得新拓展。上半年顺利完成向

上海静安甬商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一上海比昂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受让其所持有的

甬商汇全部 10%的股权，为公司积累股权投资经验打下基础。 

雷允上针对经济趋势放缓的新常态，深化卫生医药合作，继续探索新医改形势下医药分治的

商业模式。一是积极开展医院药房托管模式；二是加强与社区医院合作，继续深入推进新型社区

“1+1+1”服务模式（即一位病人、一家社区医院、一名社区药房药师），建立现代化社区健康管

理中心；三是与阿斯利康等世界知名公司合作，联合上海市儿童医院，精心打造雷允上慢病管理

体验中心，为更多儿童哮喘慢性病人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服务，提升品牌服务能级。 

开开制衣面对传统产业持续疲软的大环境，一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全方位开展压库工作。

推进仓库（仓位）整合压缩，提高仓库的使用效率，为库房综合利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积极

参加市、区专项自主品牌建设申报项目的申报,并获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品牌专项建设资金。加强

与各大媒体之间的沟通，扩大了开开品牌特别是开开团体职业服定制业务在社会上的影响。通过

新闻媒体，宣传了“开开”制衣正在推进的转型发展之路，向社会释放了“开开”服装业正在通

过创新，努力形成新的业务特色，也扩大了品牌在全国市场的影响。 

（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质量。 

公司财务状况和企业运行质量逐年提高，以“实业＋资本”运作的稳健经营模式，使企业走

上良性发展道路。同时，公司在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的前提下，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及从事较低风险的证券投资，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公司经营能力及主业盈利能力的逐步提升，为企业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48,593,812.36 439,586,026.18 2.05 

营业成本 351,506,443.18 347,818,005.80 1.06 

销售费用 37,624,277.54 36,858,759.33 2.08 

管理费用 42,056,106.85 40,925,580.82 2.76 

财务费用 -5,388,314.00 483,804.78 -1,21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14,610.76 7,712,234.46 40.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49,614.88 45,212,011.54 -156.5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137.74 -140,726.87 不适用 

研发支出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期末美元汇率较年初上升，导致公司应收 Falco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货款产生较大的汇兑收益所致。上年同期美元汇率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支付的采购商品款同比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公司无研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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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对外投资未发生影响公司利润的重大事项；上年同期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雷允

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参股公司上海康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8.00%的股权，确认投资

收益 308.80 万元。 

(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无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6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计划有序开展，顺利完成上半年经营目标。下半年，公司将继续积

极推进现有经营业务，广泛寻找目标市场，努力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继续盘活存量资产，提高

资金使用率，增加公司收益；在内控建设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

公司核心竞争实力，力争完成年度经济指标和工作目标，实现保增长，促发展。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工业 18,666,339.66 16,780,359.89 10.10 -4.25 -1.23 减少 2.75 个百分点 

商业 410,086,293.48 328,730,635.24 19.84 2.41 1.16 增加 0.99 个百分点 

其他 2,381,832.21 752,695.38 68.40 4.50 -7.94 增加 4.27 个百分点 

合计 431,134,465.35 346,263,690.51 19.69 2.12 1.02 增加 0.87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服装类 43,309,282.13 37,545,709.73 13.31 -11.66 -7.17 减少 4.19 个百分点 

医药类 385,443,351.01 307,965,285.40 20.10 3.92 2.15 增加 1.39 个百分点 

其他 2,381,832.21 752,695.38 68.40 4.50 -7.94 增加 4.27 个百分点 

合计 431,134,465.35 346,263,690.51 19.69 2.12 1.02 增加 0.87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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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市内销售 405,783,648.19 -3.36 

市外销售 25,350,817.16 1,005.41 

合计 431,134,465.35 2.1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无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与之前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采取各种积极举措，做好经营管理工作，以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同时，继续保持和加

强公司原有的在质量、品牌、市场、战略布局等优势，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

企业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将在立足于传统业务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盈

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持企业朝着健康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为 23,814.33 万元，较年初余额 25,139.45 万

元，减少 1,325.12 万元，主要系公司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股价下跌，公司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致

使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减少；同时，本报告期，公司受让上海静安甬商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10%的股权，其投资成本为 930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10,312.94 万元，较年初余额 10,320.93

万元减少 7.99 万元，主要系公司按照股权比例确认联营企业的投资亏损所致。 

 

(1)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序

号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价值 

（元） 

占期末证券总

投资比例（%） 

报告期损益 

（元） 

1 股票 601611 中国核建 3,470.00 1,000 20,920.00 100.00 17,450.0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395.17 

合计 3,470.00 / 20,920.00 100.00 17,845.17 

 

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自有资金从事低风险证券投资的议

案》，批准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室在充分研究证券市场的前提下，以不超过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

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的证券投资（投资范围包括申购新股、国债回购等二级市场投资；不包含证

券衍生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及经国资监管部门批准之日起有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投资取得的收益可以进行再投资，再投资的金额不包含在本次预计投资额度范围内。

（详见 2015 年 5 月 27 日《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以及 www.sse.com.cn 公司公告） 



 7 / 12 
 

(2)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

损益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600825 
新华

传媒 
64,171.12 0.01 0.01 944,460.00   -355,509.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入 

600643 
爱建

股份 
140,156.00 0.007 0.007 942,453.28   -353,058.2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入 

000779 
三毛

派神 
10,541,969.88 3.35 3.35 140,039,777.40   -31,204,854.63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入 

合计 10,746,297.00 / / 141,926,690.68   -31,913,421.87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无 

(3)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所持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上海银行 920,180.80        920,180.8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入 

合计 920,180.80 / / 920,180.80             / /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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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名称 
委托理财产品

类型 

委托 
理财 
金额 

委托理财 
起始日期 

委托理财 
终止日期 

报酬确定方式 
预计 
收益 

实际 
收回 
本金 
金额 

实际 
获得 
收益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否
涉诉 

资金来源
并说明是
否为募集
资金 

关
联
关
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2,000 2015-09-23 2016-03-25 结构性存款       2,000 35.0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赢家”尊崇
君享理财产品 

2,000 2015-09-29 2016-03-29 非保本浮动收益       2,000 49.36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财富班
车进取4号 

2,000 2015-11-09 2016-05-07 非保本浮动收益       2,000 43.64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和盈系列理财
产品 

2,000 2015-11-13 2016-05-11 非保本浮动收益       2,000 41.92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班车 4 号
理财产品 

2,000 2016-03-28 2016-09-24 非保本浮动收益 41.42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班车 6 号
理财产品 

2,000 2016-04-01 2017-03-25 非保本浮动收益 82.85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班车 6 号
理财产品 

2,000 2016-05-10 2017-05-05 非保本浮动收益 76.93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班车 4 号
理财产品 

2,000 2016-05-13 2016-11-09 非保本浮动收益 37.48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赢家”尊崇
君享理财产品 

2,000 2016-07-11 2017-07-10 非保本浮动收益 71.8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合计 / 18,000 / / / 310.48 8,000 169.92 /   /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0 

委托理财的情况说明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授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批准并授权公司总经理
室在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期间，继续利用闲置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购买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且具
有良好资质、较大规模和征信高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其预期收益高于同期银行发行的保本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详见2016年2月23日《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以及www.sse.com.cn公司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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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4)其他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上海开开制衣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是公司下属两家主要子公司。 

上海开开制衣公司是公司服装板块的经营管理企业，注册资金 3,700 万元，旗下拥有上海开

开百货有限公司、上海开开羊毛衫针织有限公司、上海开开服饰有限公司、上海开开衬衫总厂有

限公司、上海曼格尼森实业有限公司。服装板块是公司唯一生产、销售“开开”品牌系列服装的

企业,是集“开开”牌衬衫、羊毛衫、西服、西裤、茄克、针织内衣、休闲服等服饰系列产、供、

销于一体的经营实体。2016 年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330.93 万元。 

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是公司药业板块的经营管理企业，注册资本 13,678 万元，旗下

拥有上海雷允上西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上海雷允上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上海源源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及参股上海静安制药有限公司等企业，主要经营中西药品、参茸饮片、医疗器械、化学制

剂等的销售业务，是一家集产、供、销为一体的规模型医药企业。2016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 38,544.34 万元。公司先后注册有“雷允上”、“上雷”牌等著名商标，分别获得“上海名牌”（服

务）与“上海名牌”（产品）称号。 

上海强商实业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礼仪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园林工程；办公用品的销售。（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上海开开免烫制衣有限公司是公司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150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

生产包括免烫衬衫的各类衬衫和其它服装，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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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各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 

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开开制衣 批发及零售衬衫 3700 5,924.09 2,925.40 2.12 

开开百货 羊毛衫、针棉织品、服装等销售 900 4,322.54 -1,907.98 -203.01 

开开服饰 批发及零售服装、针棉制品、面料等 700 1,384.98 411.76 1.44 

衬衫总厂 生产衬衫、服装 2500 2,497.32 2,158.08 -85.96 

免烫制衣 生产衬衫 USD150 1,495.01 1,245.00 -79.14 

雷西药业 药品销售 13678 46,480.51 18,273.39 1,861.60 

雷西零售 
配方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

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医疗器械 
1000 3,210.57 1,179.30 102.46 

 

(2)合并利润影响较大的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说明 

开开百货 1,052.64 -263.32 -203.01 本年利润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免烫制衣 998.50 -83.14 -79.14 
本年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亏损增加，公司依然受

到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 

雷西药业 37,696.58 2,357.11 1,861.60 

上年同期利润中包含转让上海康桥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8.00%的股权，确认投资收益 308.80 万元，

剔除该因素，本年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9.37%，公司在主营业务上实现稳步增长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2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5 年末股份总数 243,00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6,075,000.00 元（含税），结

余未分配利润 76,909,034.95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6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已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实施完毕。 

 

（二）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无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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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他披露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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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二）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不适用  

 

（三）其他披露事项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其他披露事项。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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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开开制衣公司 

上海开开羊毛衫针织有限公司 

上海开开衬衫总厂有限公司 

上海开开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开开百货有限公司 

上海曼格尼森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 

上海雷允上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 

上海雷允上西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 

上海源源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上海雷允上西区天益国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雷允上西区金雷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开开免烫制衣有限公司 

上海强商实业有限公司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12 / 12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王强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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