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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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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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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高峰 工作原因 陈琳玲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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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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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大集团 60086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琳玲 方颖 

电话 0571-85823016 0571-85823016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22号西子

国际2号楼34楼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22号西子

国际2号楼3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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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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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9,065,482.01 2,255,096,944.24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30,389,571.28 1,900,172,804.27 1.5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49,020.64 26,780,307.72 -82.64 

营业收入 364,424,384.85 407,247,452.72 -1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5,365,604.93 100,874,683.31 -2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8,905,619.08 60,267,033.55 -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0 5.62 减少1.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27 -25.9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27 -25.9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0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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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 120,39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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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桂花 境内自

然人 

3.26 12,249,742 0 无   

方东晖 境内自

然人 

2.47 9,300,000 0 未知   

陈永淑 境内自

然人 

1.05 3,942,677 0 未知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国有法

人 

0.99 3,727,099 0 未知   

陈夏鑫 境内自

然人 

0.98 3,670,000 0 无   

孙建生 境内自

然人 

0.94 3,551,400 0 未知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6 2,093,100 0 未知   



-传统保险产品 

戴乐君 境内自

然人 

0.52 1,968,5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董事长陈夏鑫先生担任西子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职务。2、陈桂

花为西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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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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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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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疫情冲击，公司经营管理工作重点围绕“抗疫”、“复产”有序推进，力求保证现有

业务稳定。与此同时，公司始终坚持探索新的领域，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1、现有业务部分 

（1）托管业务  

公司将杭州百货大楼等百货业资产委托给浙江银泰百货经营管理。年初受疫情冲击，杭州百

货大楼的正常经营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为共克时艰，经公司与银泰百货沟通协商，同意部分豁

免疫情可能导致的银泰百货委托经营利润现金补足差额义务。同时，公司积极配合杭州市地方政

府和银泰完成杭州百货大楼外立面改造工程，对个别楼层进行装修调整，改善经营业态，以确保

委托管理利润及时足额收取。 

（2）租赁业务 

公司将杭州大酒店所在物业整体出租。报告期内新酒店已完成装修并于 4 月对外营业，承租

方引入上海美豪酒店管理公司进行专业管理。受疫情对旅游行业冲击影响，承租方履约困难，公

司积极协调，通过减免部分租金、调整租金支付周期等对承租方进行支持，保证租赁协议顺利履

行。 

（3）物业服务和杭州收藏品市场 

报告期内，物业服务子公司密切配合各级政府防疫指挥部署要求，认真遵守防疫守则，在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进一步强化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的安全生产措施。杭州收藏



品市场继续走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加大网络营销力度，已全面恢复经营。 

2、投资管理工作 

（1）财务投资 

公司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积极拓展投资渠道和投资范围。除继续投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

基金等，逐渐加大权益类资产的投资，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报告期内，全部投资品种均履行正常，

投资收益顺利收取。 

（2）产业投资 

公司继续以产业小组的方式进行行业研究、项目寻找，重点关注大消费、康养服务及未来有

发展前景行业的投资机会，希望能通过并购投资寻求新发展方向，通过 PE 投资寻求资金回报。 

3、内部管理工作 

    公司持续推进组织体系优化，精简人员，对于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合理投入、科学奖励，逐

步在公司内部形成竞争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充分调动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共同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安全管理方面，公司定期组织安全学习、规范行为，强化内部管理，强化上市公司道德行为

管理；对外强化安全意识，培训、演习、检查工作常抓不懈，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保持安全运营、

安全生产“零事故”。 

 

3.1.1主营业务分析 

 

财务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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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424,384.85 407,247,452.72 -10.52 

营业成本 267,606,768.04 297,565,671.50 -10.07 

销售费用 20,263,613.94 22,314,872.54 -9.19 

管理费用 23,120,312.03 29,053,619.40 -20.42 

财务费用 -616,824.72 -1,378,213.00 不适用 

研发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49,020.64 26,780,307.72 -82.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737,449.38 -233,185,030.3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00,000.00 -75,262,654.00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下属分公司杭州百货大楼的经营受疫情影响，导致公司本期营业收

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下属分公司杭州百货大楼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相应采购成本

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下属分公司杭州百货大楼的经营受疫情影响，导致公司本期销售费

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支出和支付给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的委托管理费

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净回

笼资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以及上年同期分派股利所

致。 

 

3.1.2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年同期期末数 

上年同期

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年同

期期末变动

比例（%） 

情

况

说

明 

货币资金 172,618,932.64 7.41 313,832,386.00 13.92 -45.00  

应收账款 18,774,311.32 0.81 10,593,415.09 0.47 77.23  

预付款项 2,238,739.55 0.10 1,036,889.50 0.05 115.91  

其他应收款 24,471,245.13 1.05 2,125,119.67 0.09 1,051.52  

存货 2,735,744.07 0.12 388,308.73 0.02 604.53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62,763,238.35 2.69 112,917,165.30 5.01 -44.42 

 

其他流动资产 413,881,551.49 17.77 168,158,227.01 7.46 146.13  

债权投资 50,129,589.04 2.15   不适用  

在建工程 1,333,697.60 0.06 13,287,803.05 0.59 -89.96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691,551.73 0.07 2,574,508.04 0.11 -34.30 

 

短期借款 50,000,000.00 2.15   不适用  

预收款项 24,081,278.30 1.03 78,569,741.17 3.48 -69.35  

合同负债 44,902,118.07 1.93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8,892,948.94 0.38 13,194,863.74 0.59 -32.60  

应交税费 9,736,659.55 0.42 19,986,413.39 0.89 -51.28  

其他应付款 104,634,598.50 4.49 56,562,137.33 2.51 84.99  

 

其他说明 

（1）货币资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期末银行存款较期初减少所致。 

（2）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下属分公司杭州百货大楼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增加：主要系下属分公司杭州百货大楼预付货款余额较期初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系应收股利余额较期初增加所致。 

（5）存货增加：主要系本期下属分公司杭州百货大楼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减少：主要系收回信托产品所致。 

（7）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系期末持有的信托产品较上期末增加所致。 

（8）债权投资增加：主要系公司期末持有的期限一年以上信托产品增加所致。 

（9）在建工程减少：主要系公司武林商圈地下连通工程完工结转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主要系本期发放 2019 年度计提的年终奖相应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所致。 

（11）短期借款增加：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12）预收款项减少：主要系依据新收入准则预收货款转列“合同负债”所致。 

（13）合同负债增加：主要系依据新收入准则预收货款列示于“合同负债”所致。 

（14）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本期发放 2019 年度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15）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本期缴纳 2019 年度税金所致。 

（16）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公司期末应付股利增加所致。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陈夏鑫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