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116        公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临-2019-042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

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门店变动情况 

地区 经营业态 

新开 关闭 期末门店 

门店

家数 

签约面

积(m2) 

门店

家数 

签约面积

(m2) 

门店

家数 

签约面积

(m2) 

宁波市 
超市（含创新店） 0 0 1 3500.00 102 281807.48 

小业态店 3 883.23 1 257.00 75 21257.31 

宁波以外

地区 

超市（含创新店） 1 3334.90 1 1840.00 20 73905.81 

小业态店 0 0 0 0 6 2086.31 

合计 - 4 4218.13 3 5597.00 203 379056.91 

1. 开业门店情况 

序

号 
店名 业态 地址 开业日期 

签约面积

（m
2
） 

购买/

租赁 

租赁

年限 

1 五江湾 小业态店 
宁波市海曙区范江岸西路

51号 
2019/7/18 230.40 租赁 5 

2 顺德路 小业态店 

宁波市海曙区顺德路 363号

1-11、365 号 1-10、367号

1-10 

2019/8/22 314.72 租赁 5 

3 观泓 小业态店 
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青

林湾西区 63-77号 
2019/8/29 338.11 租赁 5 

4 西码头 
超市（含

创新店）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干览

镇西码头商会路 3号 
2019/9/12 3334.90 租赁 10 

 
合计 4家 - - 4218.13 - - 

 

 



 

2. 关闭门店情况 

店名 地址 
签约面积

（m
2
） 

开业日期 关店日期 关店原因 

日丽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天智巷

75弄 5、11、17、27号 
257.00 2017/8/28 2019/7/5 经营战略调整 

掌起 宁波慈溪市掌起镇掌起大厦 3500.00 2004/10/1 2019/7/15 物业到期 

临城 
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海宇道

212-1号 
1840.00 2009/10/30 2019/8/13 物业到期 

3家 - 5597.00 - - - 

二、 已签约，待开业的门店 

序号 暂定名称 地址 经营业态 
签约面积

（m
2
） 

预计开业时间 
购买或

租赁 

1.  杨家山 台州市天台县 超市（含创新店） 3842.00 未定 租赁 

2.  乐汇 宁波市鄞州区  超市（含创新店） 1780.00 未定 租赁 

3.  新青年广场 宁波市镇海区 超市（含创新店） 920.00 未定 租赁 

4.  集丰 宁波市海曙区 超市（含创新店） 1215.00 未定 租赁 

5.  龙湖 宁波市鄞州区 超市（含创新店） 2000.00 未定 租赁 

6.  蝴蝶海 宁波市北仑区 超市（含创新店） 656.55 未定 租赁 

7.  欢乐购 宁波市鄞州区 超市（含创新店） 4272.00 未定 租赁 

8.  宏泰 宁波市鄞州区 超市（含创新店） 2954.00 未定 租赁 

9.  园丁街 宁波市鄞州区 小业态店 322.00 未定 租赁 

10.  慈宸府 宁波市江北区 小业态店 558.76 未定 租赁 

11.  海外滩 宁波市江北区 小业态店 275.00 未定 租赁 

12.  云玺新里 宁波市江北区 小业态店 260.00 未定 租赁 

13.  塘西佳苑 宁波市海曙区 小业态店 541.00 未定 租赁 

14.  御海湾 宁波市象山县 小业态店 431.68 未定 租赁 

15.  花园坊 宁波市江北区 小业态店 261.47 未定 租赁 

注：本表的部分字段为暂定或预计，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作些调整，提请投资者

注意。 

三、 2019 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地区 经营业态 
营业收入 

（万元） 

同比变动额

（万元） 
毛利率 同比增减 

宁波市 

超市（含创

新店） 
74,147.38 -420.18 20.94% -0.53% 

小业态店 8,491.75 1,884.43 22.92% 1.66% 

宁波市以

外地区 

超市（含创

新店） 
10,138.57 -10,099.55 15.51% -2.73% 

小业态店 773.07 86.58 16.93% -2.89% 

合计 93,550.77 -8,548.72 20.50% -0.31%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