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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传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洪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海

锋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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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897,258.47 3,181,540,782.26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478,657,471.13 2,476,243,538.44 0.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661,387.01 43,948,441.03 -183.4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47,736,153.44 389,300,110.84 -3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413,932.69 63,462,219.43 -9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4,221.02 45,021,540.02 -99.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10 2.61 减少 2.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60 -9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60 -96.67 

说明：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 24,773.62万元（不含典当业利息收入），上年同期为 38,930.01万元，

同比下降 36.36%，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公司所涉及的零售业、租赁业、旅游餐饮

服务业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本报告期利息收入金额为 593.91万元，上年同期为 357.1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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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上升 66.29%；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为 25,367.53万元，上年同期为 39,287.17万元，同

比下降 35.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38,693.3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32,125.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28,717.2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62,071.55 
主要是利用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73.71  
所得税影响额 -93,987.62  

合计 2,009,711.6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188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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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5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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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640 0.32  未知  未知 

皋树歧 3,000,000 0.28  未知  未知 

陈峰 2,725,800 0.26  未知  未知 

张红升 2,608,502 0.25  未知  未知 

陈德胜 2,509,662 0.24  未知  未知 

朱淑杰 2,156,000 0.20  未知  未知 

刘奕彤 2,103,700 0.2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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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11,496,529 人民币普通股 411,496,529 

上海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6,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52,555 人民币普通股 4,15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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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640 人民币普通股 3,384,640 

皋树歧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陈峰 2,7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5,800 

张红升 2,608,502 人民币普通股 2,608,502 

陈德胜 2,509,662 人民币普通股 2,509,662 

朱淑杰 2,1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6,000 

刘奕彤 2,10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3,700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

金额) 

年初余额（或上年

同期金额)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43,631,038.74 747,533,164.52 -40.65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利用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增利产品尚未到期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69,963,519.28 17,357,706.46 1455.29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利用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增利产品尚未到期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66,754.45 836,621.06 -32.26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部分参股企业

经营亏损所致。 

应付账款 62,457,318.68 44,102,726.49 41.62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供应商发货延迟，导致

货款相应延期支付。 

应付职工薪酬 130,511.00 3,634,332.66 -96.41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支付职工上年

年终奖所致。 

营业收入 247,736,153.44 389,300,110.84 -36.36 

主要是本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本公司所涉及的零售业、

租赁业、旅游餐饮服务业收入同比

均有不同幅度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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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5,939,104.95 3,571,576.81 66.29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上海东方典当

有限公司典当贷款利息收入同比增

加所致。 

其他收益 247,725.41 110,830.07 123.52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计入其他收益

的政府补助款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390,501.75 -1,001,088.63 238.90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股票投资减少

亏损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3,828.48 21,927,501.94 -99.39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所持交易性金

融资产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同比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1,089,426.08 -531,984.30 -104.79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应收账款计提

坏账准备同比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600.00 6,240.00 -90.38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

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992,313.97 2,170,247.22 -54.28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计入营业外收

入的政府补助款同比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724,078.40 18,872,419.25 -80.27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

减少所致。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

佣金的现金 
5,907,991.02 3,163,408.00 86.76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上海东方典当

有限公司典当贷款利息收入同比增

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44,251,355.05 66,699,445.44 -33.66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租金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

加额 
14,523,157.32 10,219,110.00 42.12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上海东方典当

有限公司发放典当贷款同比增加所

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5,149,827.14 56,992,042.62 -38.33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各类租赁费、运输费等

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826,966.84 4,157,193.27 376.93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同比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600.00 256,240.00 -99.77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

同比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00,000,000.00 260,000,000.00 53.85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收到银行借款

同比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305.00 -100.00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有收到房屋修

缮基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10,000,000.00 260,000,000.00 57.69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归还银行借款

同比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997.60 100.00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有外币资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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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派专人负责跟进已判决、申请执行的案件；对已判决的案件向法院申请

执行；对裁定终结执行的案件，公司将继续跟踪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若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

行财产的，将再次申请法院执行。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自2020年年初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公司所涉及的零售业、旅游餐饮服务业收

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并按照上海市及黄浦区有关规定对部分中小企业租户实施租金减免，预

计上半年度净利润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公司名称 上海益民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传华 

日期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