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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證監會：投資前宜查閱清單
【香港商報訊】記者邱媛媛報

道：證監會昨天推出新措施，日
後會就疑似集體投資計劃的安
排，向公眾發出警示。證監會指
出，如集體投資計劃沒有獲得證
監會認可，便不得在香港向公眾
發售。向香港公眾發售非認可集
體投資計劃，或在沒有取得證監
會牌照或註冊的情況下推廣或分
銷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或屬犯
罪。

【香港商報訊】有本地媒體報道， 「債券通」的
「南向通」據報有望於今年10月國慶前開通。初期

可投資的債券範圍，主要是金管局的債務工具中央
結算系統(CMU)託管的港元及人民幣債券，基於跨
境結算安排的技術問題，初期或不包括美元債券，
惟未悉最後會否有改變。

「南向通」有助港債市發展
市場人士認為，即使 「南向通」初期可投資的債

券有限，最重要是先行開通，再逐步擴大。 「南向
通」或可吸引更多發債體在港發債，有助香港債市
的發展。

早前盛傳 「南向通」7月初啟動，最終未能成事。
據悉，部分原因是有個別國有商業銀行準備工作滯
後。按目前情況， 「南向通」有望9月中旬開通。

債券通「南向通」
傳國慶前開通

地監局表示，歡迎證監會向公眾發出有關非認可投
資計劃警示，地監局稍後將會向持牌地產代理發出通
訊，提示他們要閱讀及留意證監會的相關網頁，避免
進行或推廣非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地監局又提醒市
民，部分境外物業的投資項目，性質上可能並非為單
純的物業買賣，而有可能是集體投資計劃，受到證券
及期貨條例的規管。

3項目不得向香港公眾發售
證監會昨日列出的3個項目疑似集體投資，包括兩

個房地產相關項目，即日本大阪的 「@RLiS_house 難
波」和英國曼徹斯特的 「The Element」，以及一項數
碼代幣項目 「LABS Security Token」。該3個項目表
面上具備《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集體投資計劃
的某些特點，由於並沒有獲得證監會認可，故不得向
香港公眾發售。

警示包括不同種類的非認可疑似集體投資計劃的安
排，例如涉及房地產、數碼代幣及首次代幣發行
(ICO)的投資安排。假如集體投資計劃涉及海外物業
及海外計劃營運者，香港監管機構(包括證監會)未必
可以提供法律或監管協助。

【香港商報訊】昨日為港股期指結算日，恒指低
開 1 點，早段曾跌 188 點見 25219 點，其後曾升 175
點見25583點，全日升131點或0.5%，收25539點；
國指升38點或0.4%，收8995點；恒生科技指數升68
點或 1.1%，收 6391 點，大市全日成交總額 1365.89
億元。

騰訊(700)及小米(1810)分別進行股份回購，騰訊跌
0.1%報465.8元，小米平收24.85元。太陽能玻璃股
抽上，藍籌信義光能(968)全日升9.4%，收18.88元，
股價創6月高；福萊特玻璃(6865)勁升12.3%。

據外電消息，譚仔國際將於 9 月初進行上市聆
訊，目標集資約 1 億美元，獨家保薦人為國泰君
安。另外，有贊科技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廣發
融資(香港)為獨家保薦人。有贊科技是中國有贊
(8083)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據外電消息，內地私立醫
療美容機構伊美爾醫療科技於 8 月初遞交上市申
請，伊美爾計劃集資約3億美元(約23.36億港元)，
海通國際為獨家保薦人。

期指結算日
恒指先跌後升

證監會新增 「非認可投資計劃警示」名單

名稱/描述

@RLiS_house 難波

LABS Security Token

The Element

地點

大阪

不適用

曼徹斯特

類別

房地產相關

數碼代幣

房地產相關

首次登載日期

2021年8月30日

2021年8月30日

2021年8月30日

深控：持股恒大上半年
錄近7億損失

【香港商報訊】深圳控股(604)昨舉行中期業績
發布會，副總裁嚴中宇回應中國恒大(3333)財困問
題指，集團自 2017 年開始投資恒大，每年收到的
累計分紅近 20 億人民幣，整體投資效果不錯，但
今年中以來，針對這部分股權亦已有近 7 億元人
民幣的損失，管理層高度關注。同時，集團與恒
大仍保持密切溝通，包括與恒大地產之間的項
目，但未有實質進展。從股東角度出發，集團會
密切關注並積極支持恒大地產發展，探索更多互
利共贏的機會。

深控副總裁徐恩利則指出，集團住宅項目主要分
布在大灣區及長三角核心城市，目前銷售進度和售
價符合預期，受到政府限價政策、審批流程的影
響，集團面臨價格申報、公平銷售、資金審查等影
響，預料整體銷售周期會適當加長。

集團上半年收益194.04億元，按年升3.71倍；盈
利13.93億元，按年升3.32倍；每股盈利15.56仙，
派中期息每股7仙。如剔除投資物業及金融資產公
允價值變動的影響，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 21.4 億
元，按年升1.12倍。

近年本港盛行境外置業，不少報
章都有刊登海外房地產的廣告，參
與的投資者不在少數。地監局提醒
投資者購買境外物業(尤其是未建成

物業)十分複雜，涉及風險，即使透過本地持牌
地產代理進行交易，亦無法確保物業能如期落
成。

香港市面上有很多投資產品均為集體投資計
劃，投資者常見的集體投資計劃包括例如互惠基
金及單位信託基金、強制性公積金產品和房地產
投資信託基金。這次率先被證監會列出的三個疑
似屬於集體投資非認可項目，有兩項與海外物業
有關。

其實，投資者也不用太緊張，做好功課就能免
於上當。根據證監指引，在被招攬參與任何投資
安排時，應查核該安排是否擁有集體投資計劃的
相關元素，即包括涉及財產安排、參與者對涉及
的財產並無日常管理權、參與者的供款和所得利
潤是匯集的，以及參與者是分享或收取從管理該
項財產產生的回報為目的。

其次，該集體投資計劃是否屬證監會認可的集
體投資計劃，可在證監會網站的投資產品列表找
到獲得證監會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及其銷售文
件。最後，須留意推廣有關安排的中介人，是否
持有相關牌照。

香港商報記者 邱媛媛

明辨「集體投資計劃」

證監會點名3項疑似集體投資計劃，圖為證監會主席雷添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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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of Resolutions of the 
Third provision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of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of 2021 
The Company and all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real, accurate, complete and free from any false record,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 or material omissions. 
Special note: 
1.General Shareholders’ the in proposals of changing or rejection augmentation, 
no was There of meeting general the of proposals previous the changing of cas
e the in involved No Meeting shareholders
I. Particulars about holding and participants of the meeting
1.The date and time of the meeting
 (1) On-site meeting: 14:30 ,August 30 ,2021(Monday) 
 (2) Internet polling: August 30,2021
Specific Time for network voting through the Transaction System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9:15 to 9:25, 9:30  to 11:30 and 13:00 to 15:00 .August 30,2021; Specific 
Time for network voting through the Internet Voting System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Any time during 15:00.August 30,2021 to 15:00.August 30,2021. 
2. On-site Meeting venue: The meeting room on 33/F, South Tower, Yudean Plaza, 2 
Tianhe Road East ,Guangzhou 
3.Mode of holding:In the way of combining field voting and network voting. 
4.Conven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5. Presider: Mr. Wang Jin,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6.11 directors (including 4 independent directors) were suppos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and 11 of them (including 4 independent directors)were actually present. 
5 supervisors s (including 1 independent supervisors) were suppos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and 5 Supervisors (including 1 independent supervisors) were actually 
present. All the senior executives, department managers and Lawyer of the Company 
attended the meeting.
7. The calling and holding procedures were complying with the Company Law, Rules 
of Listing of SS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department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regulatory documents and relevant provisions of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8. Particulars about attendance 

No Shareholders category Participants On behalf of the shares Proportion（%）

1

Shareholder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agent)

41 3,809,187,651 72.5520%

Including：A shareholder 4 3,752,879,028 84.2988%
      B shareholder 37 56,308,623 7.0526%

2

Through the network voting 
shareholders（agent）

8 36,782,869 0.7006%

Including：A shares 4 283,200 0.0064%
      B shares 4 36,499,669 4.5716%

3
Total shareholder meeting (agent) 49 3,845,970,520 73.2526%

Including：A shares 8 3,753,162,228 84.3052%
      B shares 41 92,808,292 11.6242%

4

Small and medium-sized 
shareholders(agent)

46 201,941,217 3.8463%

Including：A shares 6 120,789,602 2.7132%
      B shares 40 81,151,615 10.1642%

1.Ways of voting: On-site votes plus network polling 
2. The Voting on proposals 
(I)The meeting examined and adopted the Proposal on the Sale of Terminal Assets by 
Guangdong Yudean Bohe Energy Co., Ltd. 
This proposal is a related transaction, involving the related party-Guangdong Energy 
Group Co., Ltd,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 Chaokang 
Investment Co., Ltd-they jointly hold 3,644,029,303 voting share ( thereinto, 
3,632,372,626 A shares and 11,656,677 B shares) and have avoided the vote.
The voting result: passed. 

Shareholders 
category

In favor Against Abstention

 Votes
Proportion

（%）
 Votes

Proportion
（%）

 Votes
Proportion

（%）
A shares 120,506,402 99.7655% 21,700 0.0180% 261,500 0.2165%
B shares 44,651,946 55.0229% 36,399,669 44.8539% 100,000 0.1232%
Total 165,158,348 81.7854% 36,421,369 18.0356% 361,500 0.1790%

Small and medium-
sized shareholders

165,158,348 81.7854% 36,421,369 18.0356% 361,500 0.1790%

III. Legal opinions given by lawyer
This meeting had been witnessed by the Goldsun Law Firm Chen Ling and Zhang Lili. 
In the opinion of our lawyer, the procedure of convening and holding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qualification of the attendees, voting mode 
and procedure complied with regulatory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Company Law, 
Standard Opinions, Management Methods and Operation Guidelines as well as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all resolutions adopted at the provision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were legal and valid. 
IV. Document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1. Resolutions of the Third provision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of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of 2021;
2. Legal opini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August 31,2021

公司代码：600827 900923                    　　公司简称：百联股份  百联 B 股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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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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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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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联股份 600827 友谊股份、友谊华侨
B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百联 B 股 900923 友谊 B 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小春 尹敏
电话 021-63229537 021-63229537,021-63223344

办公地址 上海市六合路 58 号新一百大厦 22 楼 上海市六合路 58 号新一百大厦 13 楼
电子信箱 blgf600827@163.com blgf600827@163.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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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6,226,392,303.55 54,264,048,497.00 54,145,443,306.58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653,032,145.61 18,287,304,140.82 18,283,516,915.44 -3.4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8,408,011,880.54 17,934,190,208.15 17,928,903,429.86 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0,989,463.76 249,162,935.59 262,602,949.17 10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7,201,212.22 63,965,636.29 63,965,636.29 66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2,435,487.53 642,129,257.39 649,591,297.98 67.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8 1.38 1.45
增加 1.5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4 0.15 10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4 0.15 107.14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6,459
其中 A 股 66,396 户；B 股 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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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62 849,631,332 　 无 　

上海友谊复星 ( 控股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4 98,921,224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46 43,873,748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
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未知 0.77 13,80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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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47 8,416,049 　 未知 　

NORGES BANK 未知 0.40 7,053,323 　 未知 　
SCHRODER INTERNATIONAL 

SELECTION FUND
未知 0.32 5,636,20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四组合 未知 0.27 4,869,800 　 未知 　
高华－汇丰－ GOLDMAN, SACHS & 

CO.LLC
未知 0.26 4,678,159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多
策略优选

未知 0.25 4,483,1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海友谊复星（控股）有限公司为百
联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百联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友谊复星（控股）有限
公司 52% 的股权。（2）本公司无法知晓
其余股东及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2021 年 7 月 30 日收到股东上海友谊复星（控股）有限公司的书面通知，
其名称由“上海友谊复星（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百联控股有限公司”，
上述公司名称变更事宜已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股东账户名称的变更。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
披露的“临 2021-029”《关于公司股东更名的公告》。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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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

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简称：百联股份 百联 B 股  证券代码： 600827 900923  编号：临 2021-031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周一）下午 13:30 在公司 22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叶永明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二、《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三、《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四、《关于申请控股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
关联董事叶永明先生、徐子瑛女士、程大利女士、黄震先生对上述议案回

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王志强先生、蒋青云先生、朱洪超先生对该议案认可并
发表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方可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控股股东承诺延期履
行的公告》（临 2021-033）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股票简称：百联股份 百联 B 股  证券代码： 600827 900923  编号：临 2021-032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周一）下午 16:00 在公司 22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长杨阿国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 半年报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 半年报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3. 未发现参与半年报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申请控股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申请承诺延期履行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承诺
延期履行，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股票简称：百联股份 百联 B 股  证券代码： 600827 900923  编号：临 2021-033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控股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 [2013]55 
号）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百联集团”）拟对其于 2011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有关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事项（以下简称“同业竞争承诺”）申请延期履行，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承诺内容
百联集团于 2011 年作出承诺如下：如未来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欲收购华

联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百联集团同意赋予联华超市不可撤销的优先
购买权，在经联华超市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的前提下，百联集团将在合适的
时机根据华联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商业惯例按适当方式
注入联华超市。如联华超市董事会、股东大会在未来 36 个月内未就收购华联
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提出动议，百联集团将通过减持对华联集团吉买
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股权方式，彻底消除因控股华联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导致与联华超市同业竞争的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百联集团若出售华
联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将给予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优
先购买权。

二、原承诺变更情况
由于百联集团原赋予联华超市的 36 个月内优先购买华联吉买盛股权的日期

到期后联华超市未行使优先购买权，因此公司 2014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控股股东有关解决联华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与华联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承诺履行的议案》，百联集
团对上述承诺履行期限进行了变更如下：如联华超市董事会、股东大会在未来
36 个月内未就收购华联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提出动议，百联集团进一
步赋予联华超市 3 年的延期优先购买权，在此期间内联华超市仍享有优先购买
华联吉买盛控股权的权利。若联华超市逾期仍未提出收购动议，百联集团将在
此后 5 年内通过逐步减持华联吉买盛股权，直至不再具有控股权。

三、承诺延期履行的原因
百联集团曾多次计划将华联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按照上述承诺注

入上市公司，因多种客观条件限制没有完成。华联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尚不具备注入公司的条件，在注入公司之前，百联集团将华
联集团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委托给联华超市进行管理。待各项条件成熟后，
再注入上市公司。前述承诺即将到期，因此百联集团拟对上述承诺履行进行延
期。

四、延期后的承诺
百联集团承诺：在后续 8 年内，如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欲收购华联吉买盛，

百联集团同意赋予联华超市不可撤销的优先购买权，在经联华超市董事会、股
东大会同意的前提下，百联集团将在合适的时机根据华联吉买盛的市场价值和
商业惯例按适当方式注入联华超市；如联华超市董事会、股东大会未就收购华
联吉买盛提出动议，百联集团将通过减持对华联吉买盛股权的方式，彻底消除
因控股华联吉买盛导致与联华超市同业竞争的问题。百联集团若出售华联吉买
盛，在同等条件下将给予联华超市以优先购买权。

同时，百联集团会继续将华联吉买盛委托给联华超市进行管理。
五、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控股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关联董事叶
永明、徐子瑛、程大利、黄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申请变更控股股东承诺履行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控

股股东申请承诺延期履行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规定，
百联集团提出承诺延期履行有利于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能够保护公司和中小
投资者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议案的审议
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承诺延期履行事
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控股股东申请承诺延期履行事项的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承诺延期履行，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股票简称：百联股份 百联 B 股 证券代码： 600827  900923  编号：临 2021-034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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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主要经
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公司 2021 年半年度门店变动情况：

地区 业态
报告期内新开门店 报告期内关闭门店

门店家数 经营面积（平方米）门店家数 经营面积（平方米）

华东地区

大型综合超市 3 20,000.00 2 17,106.00
超级市场 72 53,580.00 39 10,157.00
便利店 53 2,641.00 33 1,657.68

专业专卖 2 107.00 2 212.89
小计 130 76,328.00 76 29,133.57

超级市场 - - 5 970.00

华北地区
便利店 13 679.00 1 41.00
小计 13 679.00 6 1011.00

东北地区
便利店 1 49.00 11 496.10
小计 1 49.00 11 496.10

大型综合超市 - - 1 6,246.00

华中地区
超级市场 3 1,610 5 950.00

小计 3 1,610 6 7,196.00

华南地区
超级市场 13 2,418.57 2 607.82

小计 13 2,418.57 2 607.82

西南地区
超级市场 3 10,400.00 - -

小计 3 10,400.00 - -

注 1：上述超商业态含直营店及加盟店。
二、2021 年半年度，超商业态拟增加门店情况如下：

地区 店名 业态 来源 面积（平方米） 预计开业日期

华东地区

北宝兴路店 超级市场 租赁 781.28 2021 年 9 月
崇明安瑞路店 超级市场 租赁 424 2021 年 9 月
兰溪宝龙项目 超级市场 租赁 6674.83 2021 年 12 月
奉化宝龙项目 超级市场 租赁 1196 2021 年 9 月
义乌绿地项目 超级市场 租赁 2778 2023 年 1 月
闲林七彩小镇 超级市场 租赁 1815 2022 年 5 月
义乌青口宝龙 超级市场 租赁 4239.14 2021 年 11 月

临安锦南宝龙项目 超级市场 租赁 5202.89 2021 年 12 月
余姚宝龙项目 超级市场 租赁 9896.61 2021 年 10 月

芜湖银湖时代项目 大型综合超市 租赁 6095 2021 年
大宁久光百货茂昌店 专业专卖 租赁 68.15 2021 年 10 月
北外滩来福士茂昌店 专业专卖 租赁 81.21 2021 年 7 月

华南地区
君悦兰亭 超级市场 租赁 262.08 2021 年
中天城 超级市场 租赁 205.50 2021 年

华中地区 英协花园店 超级市场 租赁 158.00 2021 年 8 月

三、2021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营业收入分业态情况

分业态 主营业务收入（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百货 900,596,811.64  26.70 15.73 1.59 

购物中心 1,269,639,835.80 45.13 52.85 18.28 
奥特莱斯 585,694,862.94   75.82 53.65 3.44 
标准超市 5,475,825,696.19 18.42 0.44 -0.30 
便利店 826,898,416.37 14.93 0.32 -3.14 
大卖场 8,001,715,063.00 20.40 -8.76 -0.62 

专业专卖 552,549,373.08 34.08 69.64 -0.26 
其他 180,724,460.18 43.13 182.46 -4.10 
合计    17,793,644,519.20 24.10 2.11 2.01 

营业收入分地区情况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华北地区 13,439,254.15 100.00 -73.22 54.30 
东北地区 92,340,040.91 34.30 -17.15 3.87 
华东地区 16,766,064,161.43 23.39 2.52 1.65 
华中地区 443,070,804.09 48.61 9.18 11.30 
华南地区 443,674,904.49 20.68 -8.99 0.63 
西南地区 35,055,354.13 39.52 101.82 107.04 

合计 17,793,644,519.20 24.10 2.1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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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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