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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现场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

证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以下会议须知，

请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自觉遵守。 

1、为保证现场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邀请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

场。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

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2、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请在会议签到处（设在会场入口）签到并领取会议资料

后进入会场，进入会场后请将手机等通讯工具置于静音状态。 

3、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4、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

各项权益。股东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咨询时，应向大会秘书处登记申请。股

东大会秘书处将按股东发言登记时间先后，安排股东发言。股东发言时应首先报告

其姓名和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为了保证会议的高效，每一股东发言应简洁明了，

发言内容应围绕本次股东大会的议题，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 5 分钟。公司董事

会和管理人员在所有股东的问题提出后统一进行回答。 

5、现场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

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6、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审议的议案进行表决。 

请根据本次大会议题，对第 1-10项议案，以画“√”的方式在表决栏内对各项

议案进行表决，对第 11-13 项议案，请在“投票数”栏中填写具体的选举票数，并

请在股东栏签名。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

人放弃表决权利，该表决票上对应的股份数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二○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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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18 日下午 1:30。 

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武林广场 1 号杭州大厦 A 座 8 楼会议室。 

一、与会人员签到。 

二、会议主持人报告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宣布会议开始。 

三、听取《杭州解百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四、会议审议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1、2018 年度董事会报告； 

2、2018 年度监事会报告； 

3、2018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4、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2018 年度董事、监事年薪考核议案； 

6、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关于聘任 2019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关于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的议案； 

10、关于吸收合并杭州解百灵隐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1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问。 

六、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七、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对议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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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统计表决结果，股东代表、监事和见证律师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九、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十、见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十一、会议结束。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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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各位股东： 

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已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公司网站 http://www.jiebai.com。 

请审阅。 

 

 

独立董事：童本立、王国卫、王曙光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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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一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报告 

各位股东： 

    现将二〇一八年度董事会工作情况总结报告如下： 

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8 年，公司围绕“零售+”战略目标，通过对零售主业的改革创新、“零售+”

战略的落地、数字化建设的推动、组织架构的调整、人才规划的实施、百年文化的

传承，以及党建工作的全面铺开，取得了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主业改革创新。对商业分公司大刀阔斧实施了改革，商业分公司以“城市奥

莱”为定位的调整已初显成效；杭州大厦则围绕女性时尚、奢侈品、现代潮流、高

端生活服务四大中心开启了新三年期调整规划。 

2、 “零售+”战略落地。联营企业全程医疗推出了健康会员卡，启动了 Medical 

Mall 二期；501 城市广场内开辟了专门场地对接医疗服务，初步迈出了“零售+医疗”

的步伐；悦胜体育也圆满完成了世游赛市场开发的重要工作任务。 

3、数字化建设迈出有利步伐。明确了以会员制管理为核心，实行精准营销、精

准服务的数字化运营理念，启动并推进了集团数字化会员中心项目以及 E-HR、OA 

等系统建设。 

4、调整组织架构，强化管控。增设了信息管理部、资产管理部和品牌公关部；

实施了第一期干部轮岗挂职；成立了资产处置领导小组对下属分子公司进行全面梳

理。 

5、注重百年文化传承。策划实施了“记录·探索·杭州商业 100 年影像展”、“跨

越百年·挑战未来”团队跑、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 

6、强化党建引领。开展了“大学习、大调研、大落实”专项活动，上线党建微

信平台；通过考核、轮岗挂职加强干部管理和后备培养；理顺党组织架构，规范党

费管理体系；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梳理工会组织架构；完

成了团委换届。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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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08,850,696.14 元，同比增长 2.23%；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9,079,913.87 元,同比下降 17.30%。 

（一）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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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8,850,696.14 5,780,119,975.40 2.23 

营业成本 4,637,308,206.27 4,472,163,708.36 3.69 

销售费用 415,998,099.18 440,232,159.27 -5.50 

管理费用 395,392,137.11 324,023,688.50 22.03 

财务费用 -48,987,421.92 -15,343,045.25 -21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418,943.09 428,943,813.56 7.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6,692,717.08 37,330,106.69 2,971.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495,970.26 -60,509,844.14 -186.72 

1、收入和成本分析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3%，主要系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增加，其中：子公司杭州大厦的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全年达 52.18 亿元，同比增幅为

7.90%；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增加 3.69%，主要系商品销售增加所致。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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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贸服务

行业 

5,625,274,757.15 4,633,222,702.20 17.64 1.74 3.74 减少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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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销售 5,546,197,688.06 4,595,378,658.30 17.14 1.14 3.01 减少 1.51 个百分点 

客房 37,554,772.31 3,023,617.57 91.95 -1.61 47.98 减少 2.70 个百分点 

餐饮 754,423.30 152,115.69 79.84 98.34 -15.22 增加 27.01 个百分点 

其他服务 2,647,386.85 67,790.85 97.44 1,471.15 -56.98 增加 90.95 个百分点 

广告业务 1,841,438.00 721,896.77 60.80 -6.56 55.48 减少 15.64 个百分点 

其他 36,279,048.63 33,878,623.02 6.62 690.88 1,331.74 减少 41.8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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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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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地区 5,625,274,757.15 4,633,222,702.20 17.64 1.74 3.74 减少 1.58 个百分点 

（2）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

额较上

年同期

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商贸服务

行业 

进货及饮

服成本 

4,633,222,702.20 99.91 4,466,170,039.80 99.87 3.74 系商品销售

增加及毛利

率下降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

额较上

年同期

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商品销售 进货成本 4,595,378,658.30 99.10 4,460,959,225.78 99.75 3.01 系商品销售

增加及毛利

率下降 

客房 服务成本 3,023,617.57 0.07 2,043,263.69 0.05 47.98 系毛利率下

降 

餐饮 餐饮成本 152,115.69 0.003 179,433.15 0.004 -15.22 系毛利率上

升 

其他服务 服务成本 67,790.85 0.001 157,562.07 0.004 -56.98 系毛利率上

升 

广告业务 策划制作

成本 

721,896.77 0.02 464,297.23 0.01 55.48 系毛利率下

降 

其他 体育经纪 33,878,623.02 0.73 2,366,257.88 0.05 1,331.74 系收入增加

及毛利率下

降 

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7,664.32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30%；其中前五名客户销

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 5,002.48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85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103,120.76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22.18%；其中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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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0 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2、费用 

（1）销售费用同比下降 5.50%，主要系广告、促销费减少所致； 

（2）管理费用同比上升 22.03%主要系资产摊销、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219.28%，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3、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7.80%，主要系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2,971.76%，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

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186.72%，主要系偿还信用借款及

分配股利增加所致。 

（二）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871,556,202.92 52.77 1,791,012,349.46 34.29 60.33 系理财结构调整所 

致 

应收账款及

应收票据 

50,628,635.48 0.93 28,982,720.52 0.55 74.69 主要系应收支付宝

销售款和应收租金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95,191,163.23 1.75 66,003,456.45 1.26 44.22 主要系预付租金、保

证金所致 

其他应收款 9,003,268.62 0.17 10,624,882.21 0.20 -15.26 主要系天元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归还借

款所致 

存货 43,780,230.82 0.80 53,790,413.11 1.03 -18.61 系商品进货减少所

致 

其他流动资

产 

154,199,102.89 2.83 953,435,954.09 18.25 -83.83 系理财结构调整所

致 

可供出售金

额资产 

55,188,346.47 1.01 97,413,546.47 1.87 -43.35 系出售股票及股票

市值减少所致 

长期应收款 57,110,424.15 1.05 259,260,424.15 4.96 -77.97 系兰溪解百清算 

长期股权投 702,518,708.55 12.91 728,408,272.24 13.95 -3.55 系权益法核算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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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司亏损所致 

投资性房地

产 

43,749,740.22 0.80 45,585,068.68 0.87 -4.03 系资产摊销所致 

固定资产 871,471,816.53 16.01 950,520,055.48 18.20 -8.32 系资产报废、计提折

旧所致 

在建工程 3,292,770.65 0.06 39,706,603.50 0.76 -91.71 系商场期末在建项

目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0.00 0.00 40,000,000.00 0.77 -100.00 系归还短期借款所

致 

应付职工薪

酬 

47,663,566.81 0.88 16,169,265.70 0.31 194.78 系计提年终奖所致 

递延收益 983,702.00 0.02 1,967,404.00 0.04 -50.00 系摊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

负债 

13,313,588.57 0.24 23,414,611.43 0.45 -43.14 系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

益 

38,631,600.00 0.71 68,889,000.00 1.32 -43.92 系出售股票及市值

减少所致 

（三）零售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1、报告期末已开业门店分布情况 

地区 经营业态 

自有物业门店 租赁物业门店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万平米)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万平米) 

杭州地区 购物中心 2 20.53 0 0 

金华地区 购物中心 1 0.81 0 0 

注：杭州地区的 2 家门店除自有物业外，还租赁 20.28 万平方米，金华地区的 1 家门

店除自有物业外，还租赁 1.14 万平方米；本报告期，公司经营门店数量减少 1 家。 

2、其他说明 

（1）门店店效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经营业态 销售增长率% 每平米建筑面积年

租金 

每平米营业面积年

销售额 

杭州地区 购物中心 2.70 1,291.76  15,401.71  

金华地区 购物中心 -43.94 216.26  1,282.82  

注：以上数据未作抵销。 

（2）仓储物流情况 

公司零售业务以联营为主，出售商品均由供应商或其委托的第三方配送；公司

零售业务中自营业务量较小，仅占营业收入的 6.51%，该部分业务中涉及大件家电类

商品由公司组织配送，2018 年 1-3 月因家电类大件商品临时存放周转需要，租用仓

库 2,750 ㎡，支付租金 20.74 万元。仓库租赁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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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营模式下采购与存货情况 

公司自营商品主要包括家电、化妆首饰、服饰和食品，由各门店经营部门独立采

购，包括进行市场调查选择合适商品、制订采购计划、选择合适的供应商、质量资

证检查、指定专业的采购人员负责计划的落实等环节，以确保采购的商品价格合理、

质量可靠、适销对路。在自营商品采购中合作的供应商已有多年的合作时间，双方

合作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从而规避了货源中断的风险。 

公司对极少数滞销商品折价处理，对存货采取先进先出法管理，资产负债表日，

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提，按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4）与行业特点相关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经营

业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同比

变动% 

营业成

本同比

变动% 

毛利率同

比变动 

杭 州

地区 

购物

中心 
5,839,334,961.89 4,564,551,497.11 21.83 2.70 3.84 

同比减少

0.86 个百

分点 

金 华

地区 

购物

中心 
54,669,875.59  41,578,318.79  23.95 -43.94 -45.72 

同比增加

2.49 个百

分点 

（5）与行业特点相关的费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同比增减% 

租金 233,711,598.72  194,704,467.45  20.03  

广告及促销费 15,911,652.51  86,912,540.08  -81.69  

装修费 67,476,552.11  46,676,018.65  44.56  

（6）线上销售情况 

公司及部分下属门店有各自的网站，主要用于公司形象宣传推广、营销互动等，

本报告期公司未开展线上销售业务。 

（7）各类会员数量及销售占比信息 

2018 年末，公司及下属企业共有各类会员（VIP）客户 30.82 万人，全年实现会

员销售 35.82 亿元，占公司全年总收入的 60.61%。 

（8）门店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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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门店数量减少 1 家，系兰溪店于第三季度末闭店；此外，现有

门店面积有变化，主要是：义乌店报告期内租赁面积略有减少，杭州大厦地下商城

项目于 2018 年 4 月末开业，增加营业面积约 8.7 万平方米。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本报告期末，公司对外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702,518,708.55元，较期初下降 3.55%。

被投资公司情况详见公司本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长期股权投资。 

（1）重大的股权投资 

无。 

（2）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年度投

入金额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杭州综合楼项目主体

工程 

22,000 已竣工验收 4,434.00 20,434.00 项目非单独核算，

投入后增加杭州大

厦营业面积。 

杭州综合楼项目装修

工程 

5,000 进行中，地下

一层未装修 

441.00 2,498.00 项目系本表所列第

一项主体工程的装

修费用，故投入后

将合并列入杭州大

厦核算。 

武林广场地下商城装

修改造工程 

7,258 已竣工投入

使用 

3,679.54 6,475.67 项目非单独核算，

投入后增加杭州大

厦营业面积。 

杭州解百新世纪（A

座）装修改造一期工

程 

4,500 已竣工投入

使用 

3,439.40 3,647.67 项目非独立核算，

为原营业场所装修

改造。 

合计 38,758 / 11,993.94 33,055.34 / 

（五）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行业 
主要产品或服

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杭州解百义乌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流通

业 

百货批发、零

售等 
1,000 2,656.67 521.98 -454.33 

义乌解百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 

商品流通

业 

百货批发、零

售等 
1,000 77.61 -603.75 3.08 

杭州解百广告有限 广告业 设计、制作国 50 351.74 319.87 -6.00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3 

公司 内广告 

杭州久牛贸易有限

公司 

商品流通

业 

百货批发、零

售等 
200 67.42 15.96 -51.69 

杭州解百商盛贸易

有限公司 

商品流通

业 

百货批发、零

售等 
50 146.30 91.25 -5.08 

杭州解百兰溪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 

商品流通

业 

百货批发、零

售等 
5,000 2,200.76 -2,844.52 -3,005.39 

杭州解百商贸集团

有限公司 

商品流通

业 

百货批发、零

售等 
10,000 10,858.10 10,753.53 557.19 

杭州解百灵隐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 

商品流通

业 

百货批发、零

售等 
1,000 709.35 580.57 5.40 

杭州悦胜体育经纪

有限公司 

体育服务

业 

体 育 活 动 策

划、体育经纪

等 

1,000 2,736.95 780.08 -485.17 

杭州大厦有限公司 商品流通

业 

百货批发、零

售等 
US$2,998  419,313.73 239,203.73 39,996.86 

杭州大厦零售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商品流通

业 

百货批发、零

售等 
100 10,213.00 6,604.55 2,926.27 

杭州大厦商业零售

有限公司 

商品流通

业 

百货批发、零

售等 
5,000 24,733.25 13,971.02 5,060.70 

三、新年度经营计划 

2019 年公司将以改革促调整，提升主业核心竞争力；以新理念推项目，实现“零

售+”新起步；以数字化为基础，全面实现集团会员制管理；以资本运作为着力点，

寻找投资新突破；以 CIS 搭建为抓手，重塑百年企业新形象；以党建为引领，全面

建设商业领军式企业新平台；以安全维稳为重点，全面落实安全责任制。2019 年度，

公司的经营目标：营业收入 6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 亿元。 

四、报告期内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1、精准扶贫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商旅根据杭州市委 “联百乡、结千村、访万户”

活动精神，统一安排和部署，组织包括本公司在内的下属企业领导干部赴淳安县临

岐镇开展蹲点调研，提出做好产业对接、就业对接、帮扶对接和党建对接“4 个对接”，

切实开展帮扶工作。 

在杭州商旅的统一组织下，公司董事长童民强及其他干部员工随同其他企业负

责人共同赴临岐镇临岐村开展走访调研，双方就深入推进蹲点调研活动制度化常态

化交换意见和建议，并先后参观了两家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范围内企业向建德市莲花镇徐家村提供帮扶资助 20 万元；向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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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瑶山乡提供资助 15 万元；“百千万”工程慰问困难人群提供补贴款 0.21 万元。 

2、春风行动：本报告期，公司范围内企业共计捐款 30 万元。 

3、社会公益：子公司杭州大厦向杭州关爱孤儿基金会捐款 2.5 万元。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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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二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各位股东： 

2018 年度，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充分行使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监督职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起到积极

作用。现将 2018年度主要工作汇报如下： 

一、监事会工作的开展情况 

召开会议的次数 4 

监事会会议情况 监事会会议议题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会议应到监

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 

审议通过公司《2017 年度监事会报告》、《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召开，会议应到监

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 

审议通过公司《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和正文）。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8 日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 

审议通过公司《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开，会议应到监

事 4 人，实际出席监事 4 人。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

正文）》。 

二、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能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

范运作。公司各项决策依据充分，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

议得到有效落实；公司董事、经理在执行职务时能勤勉尽责，公司的各项经营决策

基于公司的实际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同时又兼顾员工等各利益相关方，保证了

经营工作的有序开展；本报告期未发现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有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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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本报告期，监事会对公司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等进行了有效的监督、检查和审

核，认为公司能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的相关规定，

规范运作，公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年

度财务报告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3、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披露及履行情况进行了

监督和审核，公司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或协商价确定，公平合理，未

发生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和

关联股东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4、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有新增对外担保事项。监事会对公司的对外担保进行核查后，

认为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制

度》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但保的情况。 

5、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是在 1995 年，配股资金已使用完毕，故本报告期无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6、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7、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制度情况 

本报告期，监事会对公司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监督，定期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

档案进行检查，认为公司能做到公平地进行信息披露，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公司能严格按照《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和《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

理制度》的规定做好内幕信息管理以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工作，能够如实、

完整地记录内幕信息在公开前的报告、传递、编制、审核、披露等各环节内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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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名单，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8、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监事会成员列席和出席了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无异议。公司监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

了监督，认为公司董事会能够及时、有效地执行股东大会有关决议。 

9、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

和运行情况进行了详细、全面的审核，认为公司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以及公司实际需要，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

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及运行情

况。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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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三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各位股东： 

2018 年，解百集团围绕“零售+”的战略目标，深耕细做百货主业，开拓创新新

兴产业，顺利完成 2018 年国际泳联第 14 届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杭州组委会市场开

发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集团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

础。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一、2018 年度财务审计情况 

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9〕31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90,885.07 578,012.00 2.23 

利润总额 44,368.44 44,578.24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07.99 18,026.30 -17.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5 7.96 减少 1.61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65 0.60 8.33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比例（%） 

总资产 544,195.15 522,299.20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8,165.36 232,003.32 2.66 

股本 71,502.68 71,502.68 0.00 

资产负债率（%） 38.60 38.76 减少 0.16 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元/股） 3.33 3.24 2.78 

主要变动原因： 

（1）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2.23%，主要系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增加。 

（2）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0.47%，主要系费用和营业外支出增加所致； 

（3）总资产同比上升 4.19%，主要系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流动资产等流动资

产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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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上升 2.66%，主要系报告期净利润增加

所致。 

三、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分析 

（一）资产、负债和净资产情况 

1、资产构成及变动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544,195.15 万元，同比增加 21,895.96

万元，增长 4.19%。主要资产构成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 

货币资金   287,155.62   179,101.23 60.3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062.86     2,898.27 74.69 

预付款项     9,519.12     6,600.35 44.22 

其他应收款       900.33     1,062.49 -15.26 

存货     4,378.02     5,379.04 -18.61 

其他流动资产    15,419.91    95,343.60 -83.83 

可供出售金额资产     5,518.83     9,741.35 -43.35 

长期应收款     5,711.04    25,926.04 -77.97 

长期股权投资    70,251.87    72,840.83 -3.55 

投资性房地产     4,374.97     4,558.51 -4.03 

固定资产    87,147.18    95,052.01 -8.32 

在建工程       329.28     3,970.66 -91.71 

主要变动原因： 

（1）货币资金同比上升 60.33%，主要系理财结构调整所致； 

（2）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同比上升 74.69%，主要系应收支付宝销售款和应收租金增

加所致； 

（3）预付款项同比上升 44.22%，主要系预付租金、保证金所致； 

（4）其他应收款同比下降 15.26%，主要系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所致； 

（5）存货同比下降 18.61%，主要系商品进货减少所致； 

（6）其他流动资产同比下降 83.83%，主要系理财结构调整所致； 

（7）可供出售金额资产同比下降 43.35%，主要系出售股票及股票市值减少所致； 

（8）长期应收款同比下降 77.97%，主要系兰溪解百清算所致； 

（9）长期股权投资同比下降 3.55%，主要系权益法核算的公司亏损所致； 

（10）投资性房地产同比下降 4.03%，主要系资产摊销所致； 

（11）固定资产同比下降 8.32%，主要系资产报废、计提折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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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建工程同比下降 91.71%，系商场期末在建项目减少所致。 

    2、负债结构及变动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负债总额 210,044.39 万元，同比增加 7,592.82 万

元，增长 3.75%，主要负债构成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 

短期借款 0.00 4,000.00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4,766.36     1,616.93 194.78 

递延收益        98.37       196.74 -5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31.36     2,341.46 -43.14 

其他综合收益     3,863.16     6,888.90 -43.92 

主要变动原因： 

（1）短期借款同比下降 100%，系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2）应付职工薪酬同比上升 194.78%，系计提年终奖所致。 

（3）递延收益同比下降 50%，系摊销所致； 

（4）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比下降 43.14%，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5）其他综合收益同比下降 43.92%，系出售股票及市值减少所致。 

3、净资产 

2018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38,165.36 万元，同比增加

6,162.04 万元，上升比例为 2.6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二）经营成果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0,885.07 万元，同比上升 2.23%，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07.99 万元，同比下降 17.30%。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变动（%） 

一、营业总收入 590,885.07 578,012.00 2.23 

其中：营业收入 590,885.07 578,012.00 2.23 

二、营业总成本 547,491.92 528,830.21 3.53 

其中：营业成本 463,730.82 447,216.37 3.69 

税金及附加 7,227.21 6,969.80 3.69 

销售费用 41,599.81 44,023.22 -5.50 

管理费用 39,539.21 32,402.37 22.03 

财务费用 -4,898.74 -1,534.30 -219.28 

三、营业利润 48,023.37 44,412.86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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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总额 44,368.44 44,578.24 -0.47 

五、净利润 30,554.92 30,285.07 0.89 

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07.99 18,026.30 -17.30 

主要变动原因： 

（1）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2.23%，主要系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同比上升 3.69%，主要系商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3）销售费用同比下降 5.50%，主要系广告、促销费减少所致； 

（4）管理费用同比上升 22.03%，主要系资产摊销、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219.28%，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41.89 42,894.38  7.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689,733.72 670,043.37  2.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643,491.83 627,148.99  2.6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669.27 3,733.01  2,971.7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227,726.20 377,979.93  -39.7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113,056.93 374,246.92  -69.7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49.60 -6,050.98  186.7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2,000.00 4,000.00  -5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19,349.60 10,050.98  92.51  

主要变动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7.80%，主要系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2,971.76%，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

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186.72%，主要系偿还信用借款及

分配股利增加所致。 

四、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一）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38.60%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58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1.56 

现金比率=货币资金/流动负债=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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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周转能力指标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116.71   

存货周转率=营业收入/存货=134.97   

流动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流动资产=1.80 

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1.09 

（三）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指标 

营业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100%=5.17% 

总资产净利率=（净利润/总资产）*100%=5.61% 

权益净利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6.26% 

（四）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09 亿元，基本完成年初董事会制订的计划目

标；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完成年初董事会制订的计划目标

87.65%。 

 

第二部分、2019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根据公司 2019 年度经营目标计划，编制公司 2019 年度预算方案如下： 

一、2019 年的财务预算主要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审定数 增减率（%） 

营业收入 61.00 59.09 3.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0 1.49 20.81 

二、2019 年度预算编制说明 

（一）预算编制的基础 

围绕公司 2019 年经营目标，明确 2019 年度重点工作和重大调整事项，结合对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及当前国家宏观经济趋势、市场形势和经营环境的分析，收集和

分析对标企业和宏观行业数据，形成预算编制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本着稳健和充分

的原则提出 2019 年财务预算方案。 

（二）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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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无重大变化。 

2、公司主要经营所在地及业务涉及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3、公司所处行业形势及市场行情无重大变化。 

4、公司 2019 年度业务模式及市场无重大变化。 

5、公司主要经营成本的市场价格不会有重大变化。 

6、公司经营业务涉及的信贷利率、税收政策将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7、公司现行的组织架构无重大变化，公司能正常运营，主要投资项目各项业务

按期投入运营。 

8、无其他不可抗拒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确保财务预算完成的主要措施 

1、继续积极推进“零售+”战略布局，提前安排 2019 年各项经营工作，做好战

略部署和系统规划，深化零售主业的改革和创新，按计划推动体育、医疗等新产业

发展，确保战略目标的分阶段实现。 

2、继续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完善全面预算管理流程，重点控制超预算和预

算外项目，细化预算分析工作，实现全面预算的精细化管理。 

3、建立和实施全方位、全覆盖的绩效考核制度，以绩效考核为载体，提升预算

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将预算执行成效真正落到实处。 

4、继续加强内控管理，特别是加强对投资项目、工程和装修项目的控制，严格

执行公司相关内控管理制度，实施重点管理。 

上述财务预算、经营计划、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9 年度的盈利预测，能

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4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四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各位股东： 

现将 2018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报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1、 利润总额 443,684,359.68 

 减：所得税费用 138,135,158.90 

2、 净利润 305,549,200.7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079,913.87 

 少数股东损益 156,469,286.91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387,630,448.25 

 减：法定盈余公积 0.00 

 应付普通股股利 57,202,140.64 

3、 期末未分配利润 1,479,508,221.48 

二、本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9,079,913.87 元，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0.00

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1,387,630,448.25元，减支付2017年度普通股股利57,202,140.64

元，期末未分配利润 1,479,508,221.48 元。 

董事会决定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现金 0.65 元（含税）。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5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五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监事年薪考核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6-2018 年度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年薪考核办法》（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318

号）和相关审定数，2018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年薪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考核年薪

（含税） 

其他形式报酬

小计（注） 

年度报酬总额

（含税） 

童民强 董事长、党委书记 479.25 15.09 494.34 

周自力 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97.27 10.42 107.69 

俞勇 副董事长 479.25 10.68 489.93 

谢雅芳 
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注：

因退休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辞任） 
42.35 7.06 49.41 

任海锋 董事 0.00 0.00 0.00 

章国经 董事 0.00 0.00 0.00 

童本立 独立董事 6.75 0.00 6.75 

王国卫 独立董事 6.75 0.00 6.75 

王曙光 独立董事 6.75 0.00 6.75 

胡超东 监事会主席 0.00 0.00 0.00 

徐海明 监事 0.00 0.00 0.00 

李伶 监事 0.00 0.00 0.00 

俞丽丽 监事 40.88 11.11 51.99 

朱雷 
监事（注：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

辞去监事职务） 
63.42 8.77 72.19 

合计   1,222.67 63.13 1,285.80 

注：指津贴、补贴、职工福利费、各项保险费、公积金、年金以及其他形式从公司

获得的报酬。 

以上公司独立董事的报酬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其他

董事、监事的报酬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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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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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六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各位股东：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编制了 2018 年年度报告全

文和摘要，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

公司网站 http://www.jiebai.com，公司 2018 年年报摘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信

披 56 版。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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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七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 2019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 

现将公司聘任 2019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报告如下：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9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根据杭州市国资管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自

身实际，公司 2019 年度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聘任采用邀标的方式进行初步选择，报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聘任，聘期一年，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组织实施。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成立领导小组和评审小组通过邀请式招标方式开展本次

选聘工作。本次选聘的招标工作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开标，经评审，最终确定中标

单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即：公司将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 年度的审计工作，年度审计服务费共计 133 万元，

主要包括：财务审计费和内控审计费。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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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八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关于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信披 56 版，

同时刊登在公司网站 http://www.jiebai.com。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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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九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投资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信披 56 版，同时刊登在公司网站

http://www.jiebai.com。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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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十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杭州解百灵隐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关于吸收合并杭州解百灵隐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信披 56 版，同时

刊登在公司网站 http://www.jiebai.com。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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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十一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 3 名。因原任董事、独立董事辞职，导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暂缺 3 名，

其中：独立董事暂缺 1 名，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名毕铃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当选后的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终止日，

即 2020 年 5 月 25 日。 

毕铃简历详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

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

报》信披 34 版，同时刊登在公司网站 http://www.jiebai.com。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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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十二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 3 名。因原任董事、独立董事辞职，导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暂缺 3 名，

其中：独立董事暂缺 1 名，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名茅铭晨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当选后的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

终止日，即 2020 年 5 月 25 日。 

茅铭晨简历详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5），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信披 34 版，同时刊登在公司网站 http://www.jiebai.com。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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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十三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的

比例不低于 1/3（2 名）。现因原任监事、监事会主席辞职，导致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

员暂缺 1 名。经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名林虎山为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候选人当选后的任期至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终止日，即 2020 年

5 月 25 日。 

林虎山简历详见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6），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信披 34 版，同时刊登在公司网站 http://www.jiebai.com。 

请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