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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代码：600865                               公司简称：百大集团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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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大集团 60086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永梅 方  颖 

电话 0571-85823016 0571-85823016 

传真 0571-85174900 0571-85174900 

电子信箱 invest@baidagroup.com invest@baidagroup.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

末增减（%） 
2012年末 

总资产 1,860,422,538.52 2,811,823,665.56 -33.84 4,846,670,107.6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38,105,850.54 1,220,133,371.80 9.67 1,098,173,139.99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12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7,705,447.20 699,748,469.16 -81.75 229,073,063.94 

营业收入 1,051,799,183.14 1,234,017,130.76 -14.77 1,225,265,405.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5,596,510.34 121,960,231.81 27.58 86,979,382.6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60,174,479.16 59,966,744.72 0.35 71,121,9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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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19 10.52 增加1.67个百分点 7.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1 0.32 28.13 0.2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1 0.32 28.13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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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0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21,22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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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西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98 112,800,000 0 无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1 29,001,388 0 无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1.79 6,743,520 0 未知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其他 1.19 4,483,943 0 未知   

方铭 境内自然人 0.82 3,100,000 0 未知   

赵秀华 境内自然人 0.53 1,999,188 0 未知   

赵伟 境内自然人 0.43 1,599,666 0 未知   

孙涛 境内自然人 0.37 1,392,21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

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1,362,390 0 未知   

郭志平 境内自然人 0.36 1,343,07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夏鑫先生在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任总

裁职务。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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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本报告期公司无优先股事项。 

2.4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在公司管理层的带领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和开拓进取下，较好地

完成了全年经营目标：实现营业收入 10.52 亿元、利润总额 1.94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股东的净利润 1.5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7.58%，持续保持了稳中有升的良好发展

态势。 

杭州百货大楼通过商场装修改造，对经营模式和业态布局进行全面调整，积极应对

经济增速下滑和市场分流的多重冲击。公司始终与受托方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保持良

好沟通，切实履行委托方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本着有利于商场经营的共同目的，在商场

改造的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报告期内，公司与浙江银泰百货签订的《委托管理

协议》、《委托管理补充协议》履行顺利，委托管理利润上缴及时。 

杭州收藏品市场（商居物业分公司）通过一系列配套改造工程逐步改善外观面貌，

优化区域环境，市场氛围更趋良好。在物业品质大幅提升的基础上，市场通过挖潜增效，

开拓临时摊位，经营业绩得到显著提高。同时积极协助北楼承租户，有效缓解承租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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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困难并保证了分公司全年利润的达成。 

杭州大酒店通过客房装修改造工程提升硬件设施设备品质，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提升

服务品质，使整体形象焕然一新。在全新形象的基础上，重新定位目标客源、优化客源

结构，大力拓展营销渠道，加大营销力度，努力确保市场份额；同时向管理要效益，严

控费用支出，全年经营业绩稳中有升。 

在主要业务发展稳定的基础上，公司以“安全、稳妥、效益”为原则，对闲置资金

进行有效管理，通过委托贷款和委托理财大幅提升资金收益。在团队建设方面，公司行

政、工会、党委通过员工慰问、年度评优评奖、学习培训、读书会、党建活动等一系列

活动的开展，团结引导全体职工，进一步提高全体员工的团队归属感和团队荣誉感，加

强公司团队建设，促进企业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稳定职工队伍，实现全年安全生

产零事故，为公司发展提供更强而有力的组织保证。 

3.1.1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51,799,183.14 1,234,017,130.76 -14.77 

营业成本 765,973,961.19 938,779,716.84 -18.41 

销售费用 53,198,392.00 81,209,561.58 -34.49 

管理费用 105,948,108.66 113,423,408.72 -6.59 

财务费用 4,435,638.75 3,272,730.41 3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705,447.20 699,748,469.16 -81.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1,972,521.44 213,023,595.19 342.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1,594,065.33 -997,808,713.13 不适用 

研发支出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杭州百货大楼业态调整停业从而销售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销售下降相应成本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杭州百货大楼业态调整停业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及委托管理费较上年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支付黄金租赁费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期含杭州百大置业（2013 年 1-10 月）预收

房款，本期不再合并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杭州百大置业偿还往来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归还黄金租赁款及无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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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  

(1)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本公司主要从事商品零售业务，从单个客户取得的业务收入很低，因此向前五名客户销

售的收入总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很小。 

3、成本  

(1)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

额较上

年同期

变动比

例(%) 

商品零售

行业 
进货成本 756,125,973.12 98.71 928,224,167.65 98.91 -18.54 

旅游服务

行业 

  
9,847,988.07 1.29 10,214,771.40 1.09 -3.59 

4、其他 

(1) 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年度经营计划的进展情况详见本摘要 3.1“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的讨论与分析”。 

3.1.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商品销售 971,512,872.61 756,125,973.12 22.17 -16.13 -18.54 
增加 2.30

个百分点 

旅游服务 76,587,109.02 9,847,988.07 87.14 3.15 -3.59 
增加 0.9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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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内销收入 1,051,799,183.14 -14.77 

 

3.1.3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应收账款 10,933,030.25 0.59 16,473,542.01 0.59 -33.63 

预付款项 1,089,996.81 0.06 2,712,361.24 0.10 -59.81 

其他应收款 185,759,707.66 9.98 1,084,031,266.33 38.55 -82.86 

存货 1,784,961.87 0.10 9,178,271.20 0.33 -80.55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300,000,000.00 16.13 50,000,000.00 1.78 500.00 

其他流动资产 370,412,401.82 19.91 603,169,883.58 21.45 -38.59 

长期股权投资 191,232,437.55 10.28  207,725,286.58  7.39 -7.94 

在建工程 2,399,543.60 0.13 7,617,304.34 0.27 -68.50 

短期借款   0.00 100,400,000.00 3.57 -100.00 

应付利息 385,267.36 0.02 1,743,973.77 0.06 -77.91 

其他应付款 62,997,285.61 3.39 31,401,138.60 1.12 100.62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7,500,000.00 0.94 288,336,100.00 10.25 -93.93 

其他流动负债   0.00 474,652,955.20 16.88 -100.00 

长期借款 175,000,000.00 9.41 412,567,800.00 14.67 -57.58 

应收账款：主要系本期杭州百货大楼收入减少，相应应收账款减少所致。 

预付账款：主要系杭州百货大楼预付货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主要系对杭州百大置业往来款减少所致。 

存货：主要系杭州百货大楼业态调整存货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主要系一年以上委托贷款下一会计期间将到期故转列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的委托贷款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主要系按权益法核算的杭州百大置业本期尚未确认收入，仍处亏损阶段所致。 

在建工程：主要系前期在建工程在本期相继完工结转所致。 

短期借款：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利息：主要系本期长短期借款余额减少相应期末应付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主要系杭州百货大楼与银泰百货及其关联门店的管理费及消费卡款项未结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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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系本期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主要系本期归还黄金租赁融资款所致。 

长期借款：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3.2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作为浙江省重点流通企业和省服务业百强企业，在浙江省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本公司的主要资产杭州百货大楼、杭州大酒店以及收藏品市场均位于杭州市中心核心的

武林商圈，处于交通枢纽的黄金地段，目前已开通地铁1号线，随着其余地铁线路的陆

续开通以及武林商圈整体提升改造工程的完成，周边商业氛围将更趋浓郁，市口更加良

好，资产进一步增值。 

公司将杭州百货大楼委托给浙江银泰百货经营管理，在《委托管理协议》约定期间，

每年收取固定的保底利润，为公司带来长期且稳定的收益；同时公司现金流较好，自有

资金充裕，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公司开拓发展新业务提供坚实基础和

有力保障。 

3.3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3.3.1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公司当前的主要业务仍集中传统商贸服务业。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城市中心商

圈分化外拓、电子商务分流等多方面影响，传统商贸服务业面临较大冲击。预计冲击还

将延续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公司需积极有效应对，依托既有的资产优势与品牌效应，

不断创新、拓展思路，以保持已有传统业务稳定发展的态势。 

 医疗健康服务业是近年兴起的朝阳产业，目前政府正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加强规划

布局和用地保障、完善财税价格政策等措施大力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鼓励多元办医，

预计未来十年健康服务业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公司将紧紧抓住当

前良好的市场机遇，多方寻找优质项目，开拓发展医疗健康服务新产业。 

3.3.2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在不断做好已有传统商贸服务业的同时，基于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已迈入高速增

长的黄金期，为抓住当前良好的市场机遇，公司计划开拓发展医疗健康服务新产业，投

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浙江百大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

并将在杭州市滨江区设置名称为浙江西子国际医疗中心的医疗机构，创新医疗模式，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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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高端医疗机构，打造医院与诊所结合的医院集团。 

目前浙江百大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尚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中，浙江西子国际医疗

中心已获得杭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核发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进入筹建阶段。

公司将积极发挥上市公司的综合优势与整体协同效应，多方寻找优质项目资源，以促进

公司业务的多元化和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在未来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推动公司业务发

展迈上新台阶。 

 3.3.3 经营计划 

1、做优做实已有业务 

（1）公司将继续加强与杭州百货大楼受托方浙江银泰百货的日常沟通协调工作，切实

履行委托方应尽的义务和职责，确保委托管理收益及时足额取得。 

（2）杭州大酒店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继续改进和优化管理，提升服务品质，有效

拓展销售渠道，保证收入利润稳定增长。 

（3）杭州收藏品市场要继续做好资产管理和租赁配套服务工作，提高市场营销与品牌

推广能力，实现共赢。 

2、顺利推进参股项目 

公司参股 30%的西子国际项目仍将以销售任务和工程进度为核心，力争项目在年内

顺利交付，同时确保 2015年底《还款计划》的全面收口。 

3、开拓发展新产业 

公司拟通过设立的医疗产业方向的投资子公司，积极寻找医疗健康服务产业投资机

会。 

3.3.4可能面对的风险 

对公司已有的传统业务来说，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网商模式的快速发展给传统

百货业和酒店业带来的冲击将加剧，经营压力会越来越大。公司顺应市场形势的变化，

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困难，确保经营目标稳中有升。 

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百大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名

称为准），受到客观经济、行业周期及投资标的公司的投资方式、经营管理、运营模式

等多方面影响，该公司的投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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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西子国际医疗中心目前仅处于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阶段，该医疗中心具体的

投资方式、运营模式、机构设置等事宜尚在筹划中；同时受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市场

条件及审批流程与手续等多方面影响，该医疗中心在具体筹建过程中还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 

公司将认真进行行业分析和调研，确保浙江百大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拟投资项目

的可行性和投资收益；同时攻坚克难，力促浙江西子国际医疗中心筹建工作的顺利推进。 

3.4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2015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201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因本公司开拓发展医疗健康服务新产业的需要，2014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

因及其影响。 

根据财政部于 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

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等一系列准则要求，2014

年 10月 30日公司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

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公司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执行

新会计准则，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

司 2013 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

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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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

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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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浙江百大置业有限公司、浙江百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百大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和杭州百大广告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年度报告全文财务报表

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

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陈顺华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