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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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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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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先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再向股东分配红

利。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9年度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87,475,152.04

元，母公司 2019年实现税后利润 167,161,050.27元，共计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6,716,105.03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418,200,053.67元，减去2019年内分出2018年度的红利合计33,728,865.34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534,916,133.57元。现以 2019年末公司总股本 1,054,027,073 股

计，拟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26,350,676.83元。本次分配后母

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尚余 508,565,456.74元结转下年度。该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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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民集团 600824 益民商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国富 骆宝树 

办公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809号甲 上海市淮海中路809号甲 

电话 021-64339888 021-64339888 

电子信箱 yimin@yimingroup.com yimin@yimingroup.com 

 



 3 / 12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上海益民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卢湾区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上海益民百货总公司，

1993 年 9 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批准改制为上海益民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于 1994

年 2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7年 10月，公司更名为上海益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1月，公司再次更名为上海益民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多年的耕耘与积累，目前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商业批发零售、商业物业租赁、典当产

业、餐饮旅游等多种业态的综合性商业企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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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内衣、黄金珠宝、照相器材、床上用品、物业租赁、典当、酒店餐饮旅游等多

个产业。 

商业批发零售：公司旗下现有古今内衣、天宝龙凤、星光摄影、上海床品公司等多个品牌从

事商业批发零售业务，上述品牌在市场上具有良好口碑及品牌影响力，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拥

有特色连锁品牌实体门店柜共 1282 家（自营 609 家，加盟 673 家），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主要

商圈及百货商店。 

商业物业租赁经营：公司目前自有物业 16.80 万平方米，其中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沿线及周

边地区有 9.50万平方米左右，主要以商铺和写字楼为主；其余物业分布在浦东北蔡、闵行莘庄等

地，主要以厂房为主，上述物业约有 1.70万平方米为企业经营自用以外，其余均对外招商出租经

营。 

典当经营：公司旗下东方典当品牌目前有门店 3家，集中分布在上海中心城区。 

酒店餐饮旅游：公司的餐饮旅游业务主要由下属上海益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营，上海益民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金辰大酒店为按照较高标准打造的特色精品酒店，拥有各类客房 103间，

并提供餐饮等服务。 

线上销售：目前公司旗下古今内衣、天宝龙凤等品牌已在天猫商城、京东商城等主流电商平

台开设了旗舰店，各类产品还借助微店、电视直销等多种新型零售渠道进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当前以自营销售为主，古今内衣、天宝龙凤品牌以自己

设计、加工生产和销售相关产品为主；星光摄影器材城产品以品牌代理为主；上海床上用品公司

业务包括其他品牌代理，以及自有的“上上”品牌产品的设计、生产和推广。本报告期内公司联

营联销实现销售收入 26,705.36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 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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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公司报告期与去年同期各经营模式数据比较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业态 经营模式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总收入 营业总成本 毛利率% 营业总收入 营业总成本 毛利率% 

商业 

自营 741,867,809.76 449,292,901.43 39.44 758,852,554.13 442,776,073.84 41.65 

联营 267,053,601.34 255,683,121.91 4.26 266,127,715.50 256,278,592.63 3.70 

电商 154,946,349.26 102,958,449.15 33.55 154,200,173.53 91,665,709.96 40.55 

利息收入 18,090,884.31   100.00 20,211,264.90   100.00 

其他 9,584,558.74 3,060,171.98 68.07 10,985,264.46 3,450,495.86 68.59 

小计 1,191,543,203.41 810,994,644.47 31.94 1,210,376,972.52 794,170,872.29 34.39 

旅游饮

食服务

业务 

餐饮收入 4,060,506.16 2,203,506.11 45.73 4,340,496.00 2,139,998.29 50.70 

客房收入 13,847,934.87 469,101.80 96.61 15,236,745.16 579,060.41 96.20 

小计 17,908,441.03 2,672,607.91 85.08 19,577,241.16 2,719,058.70 86.11 

租赁业 
 

266,835,368.77 66,117,594.16 75.22 251,861,149.73 70,309,401.45 72.08 

其他 
 

17,509,724.04 2,752,826.12 84.28 16,314,277.47 3,192,019.40 80.43 

合计 1,493,796,737.25 882,537,672.66 40.92 1,498,129,640.88 870,391,351.84 41.90 

（2） 行业情况说明：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

键之年。这一年，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国际环境复杂、外部

需求波动的情况下，内需结构持续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为 89.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 57.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411,649 亿元，比上年

增长 8.0%，规模首次突破 40 万亿元。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结构

调整的新动力，线上线下两翼齐飞，网络新势力加速形成。2019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

长 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 20.7%。 

公司主营的商业批发零售、商业物业租赁、典当、酒店餐饮等行业均属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化

行业。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度上海地区全年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12.08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其中，批发销售额 10.85万亿元，增长 0.5%。 

至 2019年末，全市已开业城市商业综合体达 277 家。其中，商场商业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

以上的有 69家。全年全市城市商业综合体实现营业额 1,972亿元，比上年增长 14.6%，全市新集

聚商业零售品牌首店 986家。 

近年来，虽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内需特别是消费对于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明显，

整体消费市场仍然处于稳步上升阶段，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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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181,540,782.26 2,870,724,888.32 10.83 2,866,001,994.20 

营业收入 1,475,705,852.94 1,477,918,375.98 -0.15 1,846,997,33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7,475,152.04 109,504,162.48 -20.12 140,105,65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5,014,070.06 92,902,353.28 -51.55 123,684,09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76,243,538.44 2,209,125,810.00 12.09 2,141,939,92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6,175,449.11 195,133,013.01 -45.59 316,262,48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3 0.104 -20.19 0.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3 0.104 -20.19 0.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7 5.04 

减少1.47个

百分点 
6.6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89,300,110.84 377,536,567.83 392,056,245.40 316,812,92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3,462,219.43 19,434,363.76 16,675,375.89 -12,096,80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5,021,540.02 31,521,490.25 24,545,668.97 -56,074,62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948,441.03 23,296,112.66 31,729,683.98 7,201,211.4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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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3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1,88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411,496,529 39.04 

  
无  国家 

上海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6,600,000 0.63   未知  未知 

张红升 866,700 5,055,702 0.48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200 4,152,655 0.39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64,500 3,721,340 0.35 

  

未知  未知 

皋树歧   3,000,000 0.28   未知  未知 

陈峰   2,750,000 0.26   未知  未知 

陈月华   2,517,600 0.24   未知  未知 

陈德胜   2,376,662 0.23   未知  未知 

刘奕彤   2,103,700 0.20   未知  未知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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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是公司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局年，公司全体员工以此为新起点，着力夯实品牌建设主业，

有序推进招商留商工作，积极开拓创新业务，全面提升服务能级，各项重点工作顺利推进。 

（1）、积极应对挑战，扎实推进经营工作稳步开展  

报告期内，面对疲软的外部消费大环境，公司积极应对挑战，扎实推进经营工作稳步开展，

促进企业转型发展。2019 年度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49,379.6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0.29%；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747.52万元，同比下降 20.12%。 

（2）、全面夯实连锁品牌主业建设 

多渠道打造古今品牌竞争力。一是改进新品订货体系，调整产品从研发到生产、流通、终端

的管理模式，圆满完成“聚力新变革•携手行致远”2019年新品订货会；二是拓展线下实体销售，

启动“古今-洽客”新零售，开辟了壹品仓、乐品仓、工厂折扣店作为新渠道；三是加强线上拓展，

重新进驻京东旗舰店，开拓“网易考拉”新平台，上线东方直配送及抖仓 APP，开通“好易购”、

“家家购”与“好享购”等全国电视购物渠道；四是加快新品研发和上市，年内线上线下累计上

市新品 252 款，并召开新品发布会两次；五是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参展了“中国品牌日”品牌博

览会和“2019年中国国际针织（秋冬）博览会”等会议；六是开展品牌“进校园、进社区、进楼

宇”活动，举办了“青春，你好！”老字号进校园、开展“女神节—宠爱自己”及“走进临港”等

服务内购活动。 

积极推进天宝龙凤品牌调整再发展。一是拓展加盟合作，调整加盟策略，规范标准化管理，

提高加盟品质，全年新增加盟门店 7 家；二是调整产品结构，秉持“精细化管理，特色化运营”

理念，丰富营销活动；三是组建线上销售新团队，优化电商产品，推进公众号运营，“618天猫年

中大促”活动市场反应良好；四是针对新项目和新渠道研制新产品，加强银企合作，开展黄金租

赁业务，圆满完成中国邮政集团生肖金条委托加工；五是做好品牌宣传，首次参展“上海国际珠

宝首饰展览会”等展会；六是围绕“暂缓进货、辅料控制、压缩代销、库存促销、加盟分销”五

个方面加大产品去库存力度。 

着力推动星光品牌产业化发展。一是全力打造以摄影专业为核心，集商、旅、文一体的星光

产业大平台，逐步深化“一品一店”效应，年内完成索尼、松下、尼康和理光体验店续签，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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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类适马品牌体验店和配件类神牛影视灯具体验店入驻，推进适马形象店入驻，神牛形象店开

业；二是强化“星摄文化”平台建设，“星光色谷”获准授牌“上海摄影职业技能站所”，试水创

业孵化团队及文创项目，做大培训产业；三是与摄影门户网站色影无忌战略合作，以“互联网+

摄影”为切入点全力拓宽线上渠道，实现了色影无忌和星光无忌门户网站的链接；四是打造二手

相机平台，实现实体门店和“微拍堂”合作的线上平台互补结合；五是建设星光摄影旅游品牌，

开展“怀旧市集”等各类摄影文化展示活动；六是通过品牌商和网上平台合作，探索发展星光自

营销售模式。 

积极打造金辰精品酒店形象。一是抓好自制食品特色销售，举办的“不变的经典，怀旧滋味”

等专卖活动受到客户好评；二是拓展销售渠道，开拓“飞猪（阿里旅游）”等线上平台，在大众点

评和库博等平台上推出各类不同层次套餐，满足客人不同需求；三是完善微官网功能，利用微渠

道开展多种形式的营销和推文活动；四是推进“管家式服务”建设，以更为细节化的服务提升顾

客满意率。 

品牌联动应季促销。集团旗下各商业企业，紧抓节日市场契机开展线上线下联营促销活动。

妇女节期间，古今品牌直面市场竞争，线上线下寻找突破争业绩，天宝龙凤的“女神节”内购亲

友会活动深受客户好评；金辰大酒店端午粽和鲜肉月饼在节日期间再度火热售罄，鲜肉月饼蝉联

“上海名特优月饼”称号；公司携旗下古今、星光摄影、天宝龙凤、上上、金龙及金辰大酒店六

大品牌以“摩登上海滩，时尚淮海路”为主题，亮相“老字号博览会”，展现了老字号文化变迁、

创新与传承。 

（三）、有序推进招商、留商和安商工作 

一是围绕淮海路商业结构调整和“上海四大品牌”，积极吸引“钟薛高”、“众信旅游”各类企

业总部入驻，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二是优化招商布局，积极推动“屈臣氏”、“Line Friends”等

重点合作品牌店铺形象、功能调整升级，提振淮海路商圈活力和人气；三是改进招商招租模式，

夯实安商留商工作，建立了招商工作两个“负面清单”，进一步补强安商招商工作短板，引进众信

旅游总部、艺尊轩、周大福等多家新客户，续签巴黎春天等 40余家重要客户，公司的商业房产整

体出租率近 97%；四是加大租金收缴和欠租催缴力度，建立环节清晰、时点清楚和责任到人的工

作机制，确保资产收益安全；五是盘整老旧住宅物业，关注低效和有风险的房产，对支马路零星

房产进行梳理，并制订针对性调整计划。 

（四）、积极稳妥发展创新业务 

一是跟进做好“德同益民消费产业基金”投后管理工作；二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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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益达基金”所投项目回购工作；三是顺利完成“鼎东基金”的投资回收和项目退出事项；四

是进一步加强对东方典当逾期债务收缴，积极推广 APP 平台业务；五是振兴老字号：金龙袜屋积

极开拓线上线下联动营销，产品入驻“拼多多”等线上平台；淮国旧与淮旧交易屋进行资源整合，

搭建二手交易共享平台，逐步变寄售为收购自营，坚持古玩特色，提升品牌企业形象；六是根据

监管部门要求，按节点计划推进金辰颐养院建设项目，确保按时营业，服务区域养老市场。 

（五）、以“星级工程”为抓手全面提升企业服务能级 

年内，公司不断优化“星级工程”评选方案，树立优秀典型，促进星级示范带队，全年有 23

家星级门店、23 名星级店长和 52 名星级营业员通过复核。此外，公司围绕打响“上海购物”品

牌和建设上海国际消费城市示范区的目标，大力提升服务质量和能级。古今集团南京东路店值班

长荣获“最美微笑”服务明星，金辰大酒店房务部前厅班组荣获“真诚温馨”服务团队，同时都

被授予了“黄浦区工人先锋号”。古今和天宝龙凤蝉联“第二十七届‘百花杯’优质服务竞赛活动

先进企业”。 

（六）、强化内控管理，确保企业规范运作 

提升企业规范运作水平。一是参加了“上海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网上路演”活动，

积极主动构建良好和谐的投资者关系；二是根据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优化现金池和全面预算管

理，提升精细化水平提高资金收益率；三是对大额资金、存货、三项费用及对外投资加大监控，

按规定做到报审严格、运行规范、责任清楚与风险可控；四是优化软件系统，注重财务数据分析，

加强财务预警，增强风险防控能力；五是完善对参控股企业的监管机制，开展离任干部和项目投

资等专项审计，认真落实问题整改；六是完善内控制度汇编成册，严格制度执行；七是优化层级，

清理了一批无资产、无人员和无经营的壳公司；八是开展精准扶贫，公司结对了云南八村及崇明

二村进行定点帮扶。 

强化人才培养和考核机制。一是追求效率，严格控编，提倡跨岗位复合兼任；二是围绕工作

需要和提升，启动了新一季的“益民课堂”和“中青年干部人才培训班”；三是组织轮岗交流和挂

职锻炼，建好各层人才梯队；四是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调整优化干部队伍，加强干部基层

锻炼；五是开展“益民智屏”评选，激发营销工作创意和积极性。 

依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体系，公司全面落实和签约安全及食品卫生等责任书和承诺书；

参与健康促进区建设；做好重要活动和节日保卫值守。做到提前预防，安全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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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分别于 2019年 4月 30日和 2019年 9月 19 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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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

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

影响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会计科目 账面价值（元） 会计科目 账面价值（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8,953,110.55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8,953,110.5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0,732,186.98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0,732,186.98 

 

2、财政部于 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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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

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

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

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

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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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3,393,999.48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13,393,999.48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权益工具) 

373,534.86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373,534.86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276,535,741.71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561,206,581.36 

2019 年 1 月 1 日对“上海德同益民消费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的投资以公允

价值计量，相应计提递延所得税负债 62,051,645.34 元，扣除后计入留存收益 186,154,936.02

元；对“上海新宇钟表集团有限公司”的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应计提递延所得税负债

9,116,064.57元，扣除后计入留存收益 27,348,193.72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天宝龙凤金银珠宝有限公司 

上海益民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典当有限公司 

上海益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益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益民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钟表商店 

上海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六一儿童用品商店 

上海科益达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上海益民国际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益信百货有限公司 

上海古今内衣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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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益民古今（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古今内衣产品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古今内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龙凤金银珠宝有限公司 

上海天宝龙凤金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星光照相器材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乐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城企业集团五金交电有限公司 

上海康歌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金龙商业有限公司 

上海淮海旧货商场有限公司 

上海新光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星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益民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金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培斯塔实业公司 

上海柳林商务中心 

上海霞飞新坊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金辰颐养院有限公司 

上海益民企业服务外包有限责任公司 

原“益民承安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星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原“上海金辰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金辰颐养院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 

 

 

 

 

 

上海益民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传华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