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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2018年对外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等其他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以及发行人向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对报告

中所包含的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

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摩根士丹利华

鑫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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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3]357号”文核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不超过10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2012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代码：简称：12豫园01，代码：122263.SH 

四、发行主体：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期限：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5亿元，期限为5年。 

六、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票面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20%。 

（二）起息日、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3年6月17日，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6月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三）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

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

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

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七、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八、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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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

购由发行人与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二）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首位为A、B、

D、F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2）网下发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

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九、债券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

行。 

十、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

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  

十一、债券受托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十二、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 2017 年 9 月，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决定将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A+/稳定调整为

AAA/稳定，同时调升发行人“12 豫园 01”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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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

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出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所约定的相关

重大事项，履行受托管理职责。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期债券受托

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于2017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上海豫

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年度）》。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期债券受托

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就发行人2016年度累计新增借款金额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的百分之二十事宜，于2017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关于上海

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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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为上海豫园商场。上海豫园商场于

1987年6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改制为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1992年5月，经沪府财贸（92）第176号文批准，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采用

募集方式共同发起成立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并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市分行（92）沪人金股字第41号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同年9月公司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坚定践行“产业运营+产业投资”双轮驱动，秉

承快乐、时尚的理念，持续构建“快乐时尚产业+线下时尚地标+线上快乐时尚

家庭入口”的三位一体战略，逐步形成了面向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具有独特竞

争优势的众多产业，主要包括黄金珠宝饰品、文化商业及旅游地产、海派餐饮等

业务。公司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132200223M的营业执照，注册

资本143,732.197600万元人民币。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金银饰品、铂金饰品、

钻石饰品、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除专项

规定)、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家具的批发和零售，餐饮企业管理(不含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社会经济咨询，大型活动组织服务，

会展服务，房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

值电信、金融业务)，食堂(不含熟食卤味)，烟，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托运业务，生产金银饰品、铂金

饰品、钻石饰品（限分支机构经营）。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9.21%

股份，通过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17.24%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26.45%的股份。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且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的最终控制人为郭广昌。 

 

二、发行人2017年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商业零售，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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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754-2011）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证监会公

告2012[31]号），公司所处行业为零售业（代码为F52）。公司旗下有黄金珠宝

饰品、文化商业及旅游地产、海派餐饮、中医药等业务。 

黄金珠宝饰品业务是公司的第一大产业。报告期内，公司旗下上海豫园黄金

珠宝集团突出 “老庙黄金”和“亚一珠宝”的品牌优势，以零售、批发为主要

经营模式，通过直营、加盟、经销三种连锁方式拓展连锁网络，截止2017年底豫

园黄金珠宝连锁网点达到1953家。公司黄金珠宝饰品业务位于行业前列。  

公司的“豫园商城”商业旅游文化品牌已经成为上海标志性的城市文化名片

之一，形成了独特的“商旅文”模式。上海豫园商圈（豫园商城）主要由旗下子

公司上海豫园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发展运营，同时公司正在积极推动上海豫园商圈

二期项目（上海豫泰确诚商业广场（暂定名））的投资开发；公司已把豫园商城

的商旅文模式拓展到沈阳，建造开发了沈阳豫珑城项目。 

公司积极拓展文化商业及旅游地产业务。2015年末，公司收购了日本星野

Resort Tomamu公司的100%股权。日本星野Resort Tomamu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

北海道Tomamu的滑雪场度假村。该度假村内有酒店757间房（另有710间房未使

用）、25道滑雪场（最长雪道4,200米）、18洞高尔夫球场等设施。Tomamu 度

假村中原先已经运营的酒店设施，由日本星野 Resort Tomamu 公司继续委托星

野 Resort 公司（该项目收购前原有运营团队）运营管理。2016年，公司收购后

的日本星野Resort Tomamu公司与全球连锁度假集团领导品牌Club Med签约，在

星野度假区外设立Club Med Tomamu，由其经营管理上述日本星野Resort 

Tomamu公司中部分尚未投入使用的度假村客房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2017年，

公司完成了对星野Resort Tomamu公司中部分尚未投入使用的客房的改造，并成

功引入Club Med品牌。改造后的Club Med Tomamu度假村拥有341间客房以及接

待中心、餐厅、酒吧等服务配套设施，还有专为各年龄段儿童准备的俱乐部，此

外Club Med还与星野共享Tomamu度假村内的雪道、泳池、缆车等设备。 

公司餐饮业由公司旗下的老城隍庙餐饮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豫园餐饮作为全

国餐饮百强企业，旗下拥有绿波廊酒楼、上海老饭店、南翔馒头店、湖心亭茶楼、

松运楼酒家、老城隍庙小吃广场、春风松月楼素菜馆、湖滨美食楼、宁波汤团店

等著名餐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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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中药老字号“童涵春堂”品牌。该品牌从清朝乾隆年间创立至今，

已有百年历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公司通过“童涵春堂”品牌从

事医药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中药饮片制造，近年来，形成了冬虫夏草、精致饮片、

人参（粉）、西洋参系列等知名系列产品 

2017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照行业可划分为6大板块：黄金珠宝、餐饮、

医药、房产、度假村，以及百货等。其中黄金珠宝是公司营业收入的最重要来源，

2017年度公司黄金珠宝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45.45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85.00%；

餐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73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3.35%；医药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4.62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2.70%；房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06亿元，占公

司营业收入的2.37%；度假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81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3.39%；百货等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45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3.18%。截至2017

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41.16亿元，比年初增长4.04%；总负债127.23亿元，比

年初增长3.94%；资产负债率52.7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10.85亿元，比

年初增长4.85%。实现净利润6.58亿元。 

 

三、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7年年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资产达241.16亿元，

较2016年末的231.79亿元增加4.04%；净资产为113.93亿元，较2016年末的109.38

亿元上升4.16%。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1.11亿元，较2016年度的156.43

亿元上升9.39%。2017年度，发行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58亿元，

同比上升47.73%。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计 2,411,568.72 2,317,898.47 4.04% 

其中：流动资产 716,708.87 700,880.85 2.26% 

      非流动资产 1,694,859.86 1,617,017.62 4.81% 

负债合计 1,272,280.54 1,224,094.56 3.94% 

其中：流动负债 701,060.35 712,095.65 -1.55% 

      非流动负债 571,220.19 511,998.91 11.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8,474.97 1,057,167.15 4.85% 

少数股东权益 30,813.21 36,636.75 -15.90% 

  



1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711,124.68 1,564,305.32 9.39% 

营业利润 81,779.67 67,833.54 20.56% 

利润总额 86,920.03 71,640.58 21.33% 

净利润 65,773.61 44,522.02 47.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024.18 47,884.45 46.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9,013.45 202,383.61 -70.8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312.54 39,723.08 180.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062.18 -213,371.56 -75.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0.85 162,487.60 -102.2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4,040.33 191,550.80 27.40%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额 

流动比率（倍） 1.02 0.98 0.04 

速动比率（倍） 0.53 0.46 0.07 

资产负债率（%） 52.76 52.8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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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3]357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了5亿

元公司债券。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

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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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 

本期债券无担保，且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化。 

 

 

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3年6月17日，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6月17

日。公司已经于2017年6月19日支付本期债券自2016年6月17日至2017年6月16日

期间的利息。本次付息的对象为截止2017年6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按照《2012年上海豫园旅游

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5.20%。每手本期债券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52.00元（含税）。 

发行人已于2017年06月0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股份有限公司“12豫园01”公司债付息公告》，并按期完成了本次债券2017年利

息的偿付。 

 

 

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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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资信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2017年4月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跟踪评级，公司主体信

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发布的《关于

调整上海豫园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等级的公告》，将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由AA+/稳定调升至 AAA/稳定，同时调升本期债券“12豫园01”的信用等级为

AAA。就上述评级调整事项，发行人于2017年9月21日发布了《上海豫园旅游商

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提升主体信用等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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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7年度，公司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为周梧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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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历来经营稳健，资产负债率较低、货币资金充足、银行及资本市场信用

良好，报告期内未有重大事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明显重大影响。 

二、 本期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09月18日发布的《关于

调整上海豫园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等级的公告》，将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由AA+/稳定调升至 AAA/稳定，同时调升本期债券“12豫园01”的信用等级为

AAA。就上述评级调整事项，发行人于2017年09月21日发布了《上海豫园旅游

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提升主体信用等级的公告》。 

三、 发行人未发生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主要资

产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 

四、 发行人未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未能

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未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二十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当年累

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情形。 

六、 发行人未发生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放弃

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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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发行人未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的情形。 

八、 发行人未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作出减资、

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九、 发行人未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涉及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十、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 

十一、 发行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情况未发生

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十二、 发行人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经查阅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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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根据发行人相关公告和2017年年度报告，公司于2017年5月25日召开了第九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7

年5月2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于2017年11月20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12月6日召开了2017年第四次股

东大会（临时会议）会议，先后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披露。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172492号）。于2018年1月3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经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8年1月31日召开的2018年第7次工作

会议审核，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