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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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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6年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按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报告期内公

司不进行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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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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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1-62712002 86-21-62712002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海防路421号3号楼1-3楼 上海市海防路421号3号楼1-3楼 

电子信箱 dm@chinesekk.com zyh@chinese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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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674,328.68 1,025,019,898.61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5,334,470.63 487,950,869.26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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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37,526.26 10,814,610.76 154.63 

营业收入 469,415,258.67 448,593,812.36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15,425.48 11,727,610.46 3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270,637.47 7,122,529.09 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4 2.45 增加0.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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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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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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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 2,000,000 0 无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其他 0.54 1,322,725 0 无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其他 0.49 1,185,991 0 无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6 880,000 0 无   

陈伟庆 境内自然人 0.35 844,454 0 无   

张玲 境内自然人 0.34 834,055 0 无   

周博 境内自然人 0.34 829,6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九

百(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周博、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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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兴贸易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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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金樟贤、BOCI SECURITIES LIMITED、陈伟庆、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张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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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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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下零售业态的总体发展趋势，秉承董事会稳健经营的方

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思路，一方面主动调整产品销售策略、研究拓展新型业务、提升风险管

理能力、稳定主营业务规模；另一方面整合资源优化投入，创新外部合作模式，发挥产业协同效

应，优势互补实现共赢。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941.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082.15万元，涨幅 4.64%，

实现利润总额 2,375.9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 23.56%；实现净利润 1,596.1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

涨 38.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1.54 万元，较上年同期 1,172.76 万元，上升

39.12%。 

（一）、加强公司规范运作，逐步提升运营效率。 

公司将规范运作的要求贯穿于日常经营的始终，稳步推进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按照《增值

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要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更加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时，依托外部审计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检查，逐步推进、完善公司及

两大业务板块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使公司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在公司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资本利率下行的情况下，切实落实风控措施，在确保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拓展委托理财业务，力争资金效益的最大化，提高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公

司物业类资产，立足细节抓常规、以服务促营收，通过配套措施的落实，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确

保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 

公司致力于建立阳光透明、积极友好、注重价值投资的投资者关系，与资本市场保持多渠道、

多层次的沟通互动，通过上交所 E 互动平台、投资者热线电话等方式，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沟通。

公司将持续推进投资者关系建设等工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树立和提高公司形象，

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促进公司运行效率持续提升。 

（二）、大力发展主营业务，实现业绩稳步增长。 

公司采取多种措施，坚持“固本强基”、“转型变革”的工作思路，不断优化服务及营销模式，

积极拓展全渠道销售，助力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和销售业绩的提升。 

雷允上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结合优势，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完善医师配置，扩大诊疗范围，提

高服务效能，增强社会影响，使品牌美誉度显著提升。同时，公司面对医改政策带来的不利因素，

以大健康发展为指导，加强自主品牌的开发拓展，强化社区健康服务，努力推进雷允上品牌经营

与服务持续向北静安延伸。上半年，药城中医馆又引进多名中医师，进一步增强医疗团队资质。

雷允上新设“失眠专科”专门针对亚健康人群需求，自正式开诊以来就诊患者不断增加，切实符

合现代人生活需求。还从电子商务方面下手，做好第三方销售平台和雷允上药城网等自由平台建

设基础上，重点加强微信平台的管理和建设，制定拓展微信营销功能实施方案，把微信营销与企



业文化建设、社区商业服务等相互融合。 

开开制衣通过“做精一件衬衫”、做大团体职业服定制业务等措施来提升经营质量。根据服装

行业变化节奏较快的特点，结合企业自身情况，灵活调整销售策略，及时调整库存结构，使仓库

存量回归到合理水平线。通过积极寻找自身优势克服不利因素，不断开拓团体职业服定制业务,

预计对制衣公司完成利润减亏目标能起到积极因素。上半年，开开制衣与百联集团下属单位——“I

百联”电商平台开展合作，拓展了新的销售通道；同时又与专业电商平台进行洽谈，开拓更多的合

作空间，形成与连锁专卖相融合的网络销售体系，提供消费者更便捷的服务，扎实做大 O2O 体量。 

（三）、坚持变革与创新，提升企业竞争活力。 

公司充分利用多年来积累的强大发展实力，确立了“市场主导、需求引领、创新驱动”的经

营理念，在充分发挥经营优势的同时，积极探索企业转型升级，以外延发展与内涵升级两手抓为

目标，经济效益与管理效益双丰收。 

雷允上积极应对政策及市场变化，加快调整，强化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确保了经营质量与

经营效益的健康发展。在认真总结药城中医馆管理模式基础上，公司加快对零售连锁公司静安店

金雷门诊部的管理改造，复制中医馆成功经验，努力扩大诊疗规模，逐步形成符合中医药传统和

发展规律，以医药结合为特色的雷允上医疗板块。公司深入研究经济形势与市场信息，推出的“人

参纯粉片”新品登陆东方 CJ 电视购物直播节目，即取得成功，实现了品牌宣传与产品营销双丰收。 

开开制衣以“工匠精神”为引领，提升经营环境和服务质量等软实力，将质量意识、品牌意

识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 进一步加大品牌战略推进力度，优化结构调整，促进其经营方

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整合资源，推进与完善扁平化管理制度，对各管理节点进行调研和梳理，

提升工作效率。在重要城市召开多场订货会，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开

展校企合作模式，打造“爸爸的衬衫”系列活动，注重引进、培育专业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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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月 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

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对 2017 年 1-6 月发生的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

入。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其他收益本期金额 7,498,777.70 元，调减

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 7,498,777.70 元。 

（2）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本报告期公司其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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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强 

2017 年 8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