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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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徐若海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徐家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财务总监王文华女

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财务部经理周平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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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6,377,942.91 6,570,532,317.50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16,282,032.74  4,311,936,431.58  0.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513,202.90  -79,443,377.98  181.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19,593,479.63  1,244,041,592.62 -4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91,690.19 51,259,075.09 -6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924,838.93 1,783,504.90 -488.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4 1.15 减少 0.7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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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39.05  -31,0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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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63.98  18,329,556.2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03,301.37  14,479,890.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8,469.49  1,643,666.74   

所得税影响额 -751,823.95  -8,605,509.71   

合计 2,255,471.84  25,816,5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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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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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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74,446 20.73  无  国家 

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司 84,524,934 13.07  质押 32,000,000 境内自然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53,179,970 8.22  未知  其他 

沈国军 30,810,887 4.76  质押 30,810,887 境内自然人 

浙江国俊有限公司 24,979,670 3.86  质押 24,979,670 境内自然人 

昝圣达 23,600,000 3.65  无  境内自然人 

朱照荣 20,530,200 3.1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新东吴优胜－南京银行－新东吴优胜诚

鼎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5,276,580 2.3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10,800 2.01  未知  其他 

上海新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1.55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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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74,446 人民币普通股 134,074,446 

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司 84,524,934 人民币普通股 84,524,93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53,179,970 人民币普通股 53,179,970 

沈国军 30,810,887 人民币普通股 30,810,887 

浙江国俊有限公司 24,979,670 人民币普通股 24,979,670 

昝圣达 2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0,000 

朱照荣 20,5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30,200 

新东吴优胜－南京银行－新东吴优胜诚

鼎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5,276,580 人民币普通股 15,276,58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1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10,800 

上海新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上海新世界（集团）

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司与昝圣达为一致行动人，沈国

军、浙江国俊有限公司、沈军燕、沈君升、鲁胜、沈莹乐为一致行动人，国华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一号、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七号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无法知晓其余股

东间是否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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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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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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分析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其
他流动资产” 

6,914,936.73 3,283,734.48 3,631,202.25 110.58 
主要系本期未抵扣增值税增
加所致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长
期股权投资” 

23,248,551.10 142,704,124.63 -119,455,573.53 -83.71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海新世界
投资咨询部分投资款所致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预
收款项” 

15,621,364.74 44,087,215.51 -28,465,850.77 -64.57 
按新收入准则规定，部分预
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
致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合
同负债” 

39,368,751.37 -  39,368,751.37  100.00 
按新收入准则规定，部分预
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
致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
付职工薪酬” 

16,008,545.80 28,916,971.19 -12,908,425.39 -44.64 
主要系上年底预提奖金本期
已发放所致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其
中：应付利息” 

5,510,199.37  9,005,635.90  -3,495,436.53 -38.81 
主要系上年底预提利息本期
已支付所致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递
延所得税负债” 

1,912,937.76 86,119,850.00  -84,206,912.24 -97.78 
主要系往期计提递延税金已
在本期上缴所致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其他流动资产” 

3,509,601.77 1,640,031.98  1,869,569.79 114.00 
变动原因同合并资产负债表
相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在建工程” 

5,632,300.18 701,213.11  4,931,087.07 703.22 
主要系装修装饰等工程尾款
增加所致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预收款项” 

15,621,364.74 36,700,404.32  -21,079,039.58 -57.44 
变动原因同合并资产负债表
相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合同负债” 

35,056,078.06 -  35,056,078.06 100.00 
变动原因同合并资产负债表
相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应付职工薪酬” 

5,900,614.13 21,623,317.02  -15,722,702.89 -72.71 
变动原因同合并资产负债表
相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应交税费” 

2,772,552.52 4,481,463.69  -1,708,911.17 -38.13 
变动原因同合并资产负债表
相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其中：应付利息” 

5,510,199.37 9,005,635.90  -3,495,436.53 -38.81 
变动原因同合并资产负债表
相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
“递延所得税负债” 

1,912,937.76 86,119,850.00  -84,206,912.24 -97.78 
变动原因同合并资产负债表
相同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分析 

合并利润表中“其中：
营业收入” 

719,593,479.63  1,244,041,592.62  -524,448,112.99  -42.16 
主要系本期新世界城执行新
收入准则，又受疫情影响以
及上年同期闭店装修所致。 

合并利润表中“其中：
营业成本” 

340,355,036.67  870,987,911.22  -530,632,874.55  -60.92 
主要系本期新世界城执行新
收入准则，又受疫情影响以
及上年同期闭店装修所致。 

合并利润表中“税金及
附加” 

11,146,350.18  8,101,767.91  3,044,582.27  37.58 
主要系上年同期闭店装修，
本期营业净收入较上期增加
所致。 

合并利润表中“财务费
用” 

29,631,646.96  12,421,759.89  17,209,887.07  138.55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利息
支出增加所致 

合并利润表中“其中：
利息费用” 

38,379,406.62  21,706,216.13  16,673,190.49  76.81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利息
支出增加所致 

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
益” 

14,482,890.41  21,115,722.96  -6,632,832.55  -31.41 
主要系本期用于购买理财产
品的定向增发闲置资金少于
同期，相应收益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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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
值损失” 

-  -2,742.66  2,742.66  100.00 本期未有资产减值损失 

合并利润表中“营业外
收入” 

20,100,201.76  35,258,990.24  -15,158,788.48  -42.99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贴收入少
于上年同期所致 

合并利润表中“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5,044,952.21  -879,751.84  5,924,704.05  673.45 
主要系公司持有可供出售股
票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母公司利润表中“营业
收入” 

204,017,316.15  626,170,222.81  -422,152,906.66  -67.42 变动原因同合并利润表相同 

母公司利润表中“减：
营业成本” 

27,453,711.89  524,064,187.37  -496,610,475.48  -94.76 变动原因同合并利润表相同 

母公司利润表中“税金
及附加” 

8,409,326.88  5,657,396.23  2,751,930.65  48.64 变动原因同合并利润表相同 

母公司利润表中“财务
费用” 

32,509,835.47  12,905,841.90  19,603,993.57  151.90 变动原因同合并利润表相同 

母公司利润表中“其
中：利息费用” 

38,379,406.62  21,706,216.13  16,673,190.49  76.81 变动原因同合并利润表相同 

母公司利润表中“加：
其他收益” 

42,774.05  86,138.65  -43,364.60  -50.34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个调税返
还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母公司利润表中“投资
收益” 

88,610,881.22  58,182,900.10  30,427,981.12  52.30 
主要系子公司相较同期利润
增加所致 

母公司利润表中“加：
营业外收入” 

18,363,136.00  30,422,000.00  -12,058,864.00  -39.64 变动原因同合并利润表相同 

母公司利润表中“其他
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5,044,952.21  -879,751.84  5,924,704.05  673.45 变动原因同合并利润表相同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分析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收
到的税费返还” 

6,188,981.85 9,047,554.06 -2,858,572.21 -31.59 
主要系收到的退税款减少所
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收
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31,421,780.71 56,266,514.32 -24,844,733.61 -44.16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
少于去年同期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4,513,202.90 -79,443,377.98 143,956,580.88 181.21 
主要系去年同期新世界城闭
店装修，本期正常营业，销
售净收入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收
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9,455,573.53 -  119,455,573.53 100.00 
主要系本期上海新世界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收回部分投资
款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取
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14,479,890.41 21,289,278.25 -6,809,387.84 -31.99 

主要系本期用于购买理财产
品的定向增发募集闲置资金
少于同期，收益相应减少所
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收
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10,000,000.00 830,000,000.00 680,000,000.00 81.93 

主要系本期累计收回到期的
公司定向增发募集闲置用于
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多于同
期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购
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15,064,487.76 598,621,317.62 -483,556,829.86 -80.78 
主要系上期新世界城闭店装
修支出，本期仅部分装饰合
同尾款支出。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支
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80,000,000.00 500,000,000.00 1,080,000,000.00 216.00 
主要系本期用定向增发募集
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周转
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1,097,949.30 -247,332,039.37 196,234,090.07 79.34 

购买理财与同期相比数大于
收回理财与同期相比数，及
去年闭店装修支出较大所
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收
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59,077,958.65 454,252,910.50 -195,174,951.85 -42.97 
主要系本期黄金租赁业务累
计少于同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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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偿
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00 600,000,000.00 200,000,000.00 33.33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累
计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分
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54,931,758.12 106,100,395.03 -51,168,636.91 -48.23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 2019年度
对股东分红少于去年支付
2018 年对股东的分红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815,799.47 448,268,409.68 -495,084,209.15 -110.44 
主要系本期黄金交易累计减
少，归还银行借款累计增加
所致。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1,060,475,808.71 775,293,329.32 285,182,479.39 36.78 
主要系新世界城上年同期闭
店装修，本期正常经营收入
增加所致。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收
到的税费返还” 

6,188,903.70 9,047,554.06 -2,858,650.36 -31.60 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同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收
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94,781,303.18 42,948,365.30 151,832,937.88 353.52 
主要系本期与子公司往来款
增加所致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支
付的各项税费” 

89,884,053.83 61,483,096.84 28,400,956.99 46.19 
主要系新世界城正常经营收
入增加，相应上交税金增加
所致。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0,867,309.18 -211,909,956.17 352,777,265.35 166.48 

主要系新世界城上年同期闭
店装修，本期正常经营收入
增加，主营百货业务现金净
流量增加所致。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取
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88,610,881.22 58,192,900.10 30,417,981.12 52.2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分红利润
增加所致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处
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31,074.52 -  31,074.52 100.00 
本期有处置固定资产收益所
致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收
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10,000,000.00 830,000,000.00 680,000,000.00 81.93 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同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购
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14,638,299.75 597,190,287.34 -482,551,987.59 -80.80 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同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支
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80,000,000.00 500,000,000.00 1,080,000,000.00 216.00 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同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5,996,344.01 -208,997,387.24 113,001,043.23 54.07 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同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收
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59,077,958.65 454,252,910.50 -195,174,951.85 -42.97 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同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偿
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00 600,000,000.00 200,000,000.00 33.33 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同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分
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53,999,791.92 105,788,635.55 -51,788,843.63 -48.96 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同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5,883,833.27 448,580,169.16 -494,464,002.43 -110.23 与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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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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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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的疫情爆发以来，给公司的实体百货、酒店服务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医药销售总体比较

稳定。今年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相比上半年有提升。 

在这特殊时期，公司将继续危中寻机、化危为机、开源节流，今年将重点工作放在“扩销增盈”上，并

紧紧抓住这一中心任务，认真做好“深耕细作购物城、开拓发展蔡同德、管理提升大酒店、狠抓机遇谋发展”

的各项工作，并力求将疫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全力以赴、统筹推进，

定能迎来美好的未来。 

 

 

 

 

 

 

                                                              

公司名称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徐若海先生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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