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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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解百 600814 G解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明 沈瑾 

电话 0571-87080267 0571-87085127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208号

坤和中心37楼北3703室 

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208号

坤和中心37楼北3705室 

电子信箱 ming.jin@hzjbgroup.com jin.shen@hzjb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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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4,184,093.34 5,441,951,521.17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51,051,079.34 2,381,653,597.47 2.9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431,824.53 -761,465,412.58 109.51 

营业收入 3,049,432,938.76 2,937,286,095.03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5,874,221.14 113,437,195.98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9,425,297.25 96,935,340.61 12.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75 4.80 减少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1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1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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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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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82 406,295,137 0 无 0 

杭州商业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家 11.44 81,791,279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05 7,530,945 0 无 0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7 4,077,891 0 无 0 

唐超 境内自然

人 

0.45 3,216,420 0 无 0 

娄甫君 境内自然

人 

0.34 2,400,000 0 无 0 

方丽平 境内自然

人 

0.21 1,500,000 0 无 0 

张文军 境内自然

人 

0.20 1,409,200 0 无 0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6 1,139,638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

三组合 

其他 0.14 1,032,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杭州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杭

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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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是公司继去年完善架构、配备人员、深化融合后，进一步全面夯实基础，并在重点

板块加快发展的一年。今年以来，公司以“品质生活服务运营商”为战略定位，以党建为引领，

在切实加快推进零售主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一手抓存量资产的处置与盘活，一手抓“八个一”的

系统性管理提升，坚定目标、突出重点、明确方向与措施，年度各项工作任务有序推进。 

1、调改转型，促进主业发展 

上半年，公司以改革创新、转型提升为重心，全面拉开零售主业调整的序幕。杭州大厦以提

高品牌整齐度为目标，着力打造奢侈品、时尚潮流、品质生活“三个中心”，同时启动了 B 座奢侈

品升层、C 座潮流运动品牌聚集融合、以及家居板块整体搬迁和提升等一系列调整工作。商业分

公司进一步坚定了“新城市生活奥莱”的方向，聚焦招商和调整，深入推进整体转型，一方面，

不断充实奥莱品牌，积极推动部分品类的奥莱化；另一方面，抓住湖滨商圈整体规划的契机，在

加快推进 B座工程建设和招商的同时，系统提升内外部环境，为下半年的全面开业做好积极准备。 

2、清理存量，实现轻装上阵 

上半年，公司全面启动了资产处置工作，先后完成解百商贸注销、兰溪公司租赁房屋腾退等

工作，为后续轻装上阵、加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聚焦项目，培育投资能力 

上半年，集团投资工作有所加快。一方面通过编制三年期（2019-2021）投资规划，明确了投

资方向；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投资相关制度，补充专业人才，充实了投资队伍。 



前期投资的医疗与体育项目也在持续培育中。全程医疗上半年确立了以“会员运营”为核心，

提升体检服务品质，开发体重管理、多学科会诊等健康管理项目，实现营收同比增长 78%；悦胜

体育充分发挥世游赛的热度，接洽引进小运动家、儿童运动俱乐部项目，提高品牌影响力。 

4、多管齐下，打造人才梯队 

上半年，公司以三年期人才规划工作为引领，将人力资源选、育、用、留等工作进一步推向

深入。 

5、夯实基础，全面优化管理 

上半年，围绕“八个一”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工程，公司在会员系统搭建、CIS 系统设计，制

度修订与完善，风险自查与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 

 

[一]主营业务分析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049,432,938.76 2,937,286,095.03 3.82 

营业成本 2,403,002,252.34 2,263,629,867.04 6.16 

销售费用 172,964,616.29 217,928,602.64 -20.63 

管理费用 173,451,589.16 183,922,438.85 -5.69 

财务费用 -29,751,366.66 -7,939,998.29 -27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431,824.53 -761,465,412.58 109.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739,865.32 508,951,295.37 -132.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734,210.52 -1,031,312.50 -18,006.46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系商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系毛利率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改变促销费核算方式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费用列支时间差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取得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销售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子公司分红时间差所致。 

 

[二]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资产负债状况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情况说明 



产的比例

（%） 

产的比例

（%） 

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2,591,506,347.92 50.28 2,871,556,202.92 52.77 -9.75 系投资及子公司分红

所致 

应收账款 33,492,331.07 0.65 50,628,635.48 0.93 -33.85 系年初支付宝销售款

回笼所致 

预付款项 58,464,917.73 1.13 95,191,163.23 1.75 -38.58 系中央商城预付租金

摊销所致 

存货 41,445,970.82 0.80 43,780,230.82 0.80 -5.33 系存货采购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

动资产 

20,000,000.00 0.39 64,000,000.00 1.18 -68.75 系收回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

资产 

311,622,951.97 6.05 154,199,102.89 2.83 102.09 系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长期股权

投资 

687,413,947.08 13.34 702,518,708.55 12.91 -2.15 系权益法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项目亏损所

致 

投资性房

地产 

42,815,783.46 0.83 43,749,740.22 0.80 -2.13 系折旧所致 

固定资产 844,045,562.41 16.38 871,471,816.53 16.01 -3.15 系折旧所致 

在建工程 17,638,564.02 0.34 3,292,770.65 0.06 435.68 系支付商场改造款所

致 

其他非流

动资产 

0.00 0.00 1,559,031.52 0.03 -100.00 系长期资产转列所致 

应付职工

薪酬 

11,051,193.46 0.21 47,663,566.81 0.88 -76.81 系发放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56,764,467.08 1.10 124,017,361.59 2.28 -54.23 系交纳年初税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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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0,628,635.48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0,628,635.4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16,442,274.6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16,442,274.64 

 (2) 本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

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

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

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 1月 1 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0.00 54,626,800.00 54,626,8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5,188,346.47 -55,188,346.47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0.00 561,546.47 561,546.47 

其他综合收益 38,631,600.00 -38,631,600.00 0.00 

未分配利润 1,479,508,221.48 38,631,600.00 1,518,139,821.48 

 

 

项  目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 1月 1 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0.00 54,626,800.00 54,626,8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5,188,346.47 -55,188,346.47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0.00 561,546.47 561,546.47 

其他综合收益 38,631,600.00 -38,631,600.00 0.00 

未分配利润 373,266,855.84 38,631,600.00 411,898,45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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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童民强                  

 

 

2019 年 8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