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上午在上
海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徐晓亮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 ,实到 12 人 ,监事会监事和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20 年度

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9 年度公司报表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892,741,946.40 元，根据《上海豫园

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三条，2019 年度应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 389,274,194.64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4,087,839,807.97 元，加金融工具转为长投
增加的未分配利润 18,000,000.00 元，再扣除已根据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
2018 年 度 现 金 红 利 1,047,887,243.28 元 ， 实 际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利 润 为
6,561,420,316.45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现公司拟向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90 元（含税），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具体实施
分配方案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金额根据股权登记日实际的股份回购情况确定。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208,213,531.61 元，按公司总股本

（3,883,761,964 股）扣除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回购专户已持有的股份（10,000,076
股）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90 元（含税），预计现金分红的
数额（含税）共计 1,123,390,947.52 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5.02%。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预案。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公告》编号：临 2020－028）
五、《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本年度公司本期计提(+)/转回(-)坏账准备 43,143,873.82 元，计提(+)/转回(-)存

货跌价准备 9,411,214.44 元， 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后 ， 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52,555,088.26 元，约占本期利润总额 5,406,086,808.30 元的 0.97%，对公司经营成
果影响不大。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六、《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借款及担

保情况公告》编号：临 2020－018）
七、《关于支付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 2020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支付 2019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报酬与 2020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编号：临 2020－019）
八、《关于支付 2019 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聘请 2020 年度内控审

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支付 2019 年度内控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聘请 2020 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编号：临 2020－
020）

九、《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议案。 有关表决情况如下：

1. 《关于 2019 年销售及购买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房租租赁、向关联公司存
贷款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关联董事徐晓亮、龚平、王基平、刘斌回避表决，该议案通
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关于 2019 年房屋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0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10 票同意，关联董事朱立新、李志强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编号：临 2020－021）
十、《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2018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把持续打造的复合功能地产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复合功能地产业务已
经成为公司构建快乐时尚产业集群、线下时尚地标业务的重要支撑。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并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决策委员会具体执行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计
划，并给予如下具体授权：

1、本议案经审议通过之日起，2020 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不超
过 100 亿元。

2、在不超出投资总额的前提下，授权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决策委员会根据
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各项目之间的投资。

3、授权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决策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项目建设及项
目拓展需要，在不超过本次授权投资总额 20%的范围内调整总投资额度。

4、授权有效期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十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十三、《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十四、《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

会 2019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

2019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十五、《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编号：临 2020－022）
十六、《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编号：临 2020-023）。
十七、《关于收购南京复地东郡置业有限公司 32%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8 票同意，关联董事徐晓亮、龚平、王基平、刘斌回避表决，该议案通

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 2020－024）。
十八、《关于公司要约收购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议案详细情况请参见同日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要约收购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 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全国股转公司”）相关要求，公司将在全国股转公司审核
通过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材料后，披露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 有关上海
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策源股份”）公司治理、业务运营、财务等详细信
息可参见策源股份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www.neeq.com.cn）披露的公
告及定期报告。

同时，公司董事会批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要约收
购标的公司策源股份出具的审计报告， 批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
本次要约收购标的公司策源股份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与策源股份控股股东均为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简称“复星国际”）持有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100%股权，复星国际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00656.HK），复星国际关于公
司治理、业务运营、财务等详细信息可参见复星国际于香港联交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及定期报告。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徐晓亮、龚平、王基平、刘
斌回避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全国股转公司核准文件。
十九、《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要约收购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要约收购上海策源

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实施本次要约收

购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本次要约收购价格、要约收
购股份数量、要约收购的股份范围、要约收购的资金安排、要约收购期限、要约收购
生效条件、要约收购方式和程序等相关事项；

2.根据全国股转公司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要约收购的具体相关事宜；

3.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要约收购有关的文件，修
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要约收购有关的一切协议、合约；

4. 应监管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出台的新的规范性文件对本次要约收购
进行相应调整，以及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申请材料进行修改；

5.在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根据监管部门新的政策、法规
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要约收购的具体方案作出
相应调整；

6. 办理本次要约收购申请的报送事宜， 包括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
件；

7.办理本次要约收购标的资产交割相关的各项手续；
8.决定并聘请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和审计机构等中介机构；
9.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在股东大会授权期间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与未接受本次要约的剩余股东（如有）达成协议，本公司以不高于本次要
约收购的价格，继续收购上海策源置业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剩余股份（如有）；

10.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要约收购
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
效期内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对本次要约收购的核准文件，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
次要约收购实施完成之日。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徐晓亮、龚平、王基平、刘
斌回避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十、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公司债券发行的资格
和条件，公司董事会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认为公司提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
请符合现行有关规定的要求，具备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为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偿还公司债务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的资金需求，公司拟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含 60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公司债券”）。
公司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如下：

（一）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含 60 亿元）。 具体发行规模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
市场情况，在上述前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二）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

“中国证监会”）注册后可以一期或分期形式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的安排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三）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及品种
本次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7 年（含 7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

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规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四）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和票面利率
本次公司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市场询价结果，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 偿还公司债务

及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募集资金用途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
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公司债务结构确定。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六） 担保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的担保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

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七）本次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承诺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

债券本息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采取相应偿债保障措施，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相关措施的一切事宜。 偿债保障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

①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②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③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④公司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八）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规定的专业投资

者。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九）本次公司债券的上市安排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本次公司债券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中国证监会注册发行后根据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事宜。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十）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宜
为保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
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定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规模、
发行方式、债券期限、具体募集资金用途、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评级
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是否设置回售条款或赎回条款、是否提供担保及担
保方式以及其他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及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承销商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3、负责具体实施和执行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批准、签署及

修改与本次公司债券有关的法律文件，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如国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决定的事项外，可依据监
管部门的意见（如有）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工作。

5、负责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及交易流通有关的事宜。
6、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决定或办理其他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

其他一切事宜。
7、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十一） 决议的有效期
除第(五)项(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和第(七)项(本次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

措施)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持续有效外，关于本次发行债券的决议有效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中国证监会接受本次公司债券注册届满【24】个月之
内有效。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预案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5）
二十二、 《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6）。

二十三、 《关于召开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有关议案尚需递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决定
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编号：临 2020-027）
特此公告。
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4 日

报备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决议

C692020 年 3 月 24 日 星期二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一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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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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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向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9 元（含税），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
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具体实施分配方案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金额根据股权登记日
实际的股份回购情况确定。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19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如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
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
整情况。

二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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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园股份 600655 豫园商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伟 周梧栋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复兴东路 2号 中国上海市复兴东路 2号

电话 021-23029999，021-23028571 021-23029999，021-23028571

电子信箱 obd@yuyuantm.com.cn obd@yuyuantm.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为上海豫园商场。 上海豫园商

场于 1987 年 6 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改制为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
公司。 1992 年 5 月，经沪府财贸（92）第 176 号文批准，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募集方式共同发起成立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并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市分行（92）沪人金股字第 41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同年 9 月公司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依托上海城市文化商业根基，以为全球家庭智造快乐生活为使命，立志成
为引领中华文化复兴潮流、植根中国的全球一流家庭快乐消费产业集团。 公司坚定
践行“产业运营+产业投资”双轮驱动，秉承快乐时尚理念，持续构建“快乐消费产
业+线下产业地标+线上家庭入口”的“1+1+1”战略，逐步形成了面向新兴主力消费
阶层，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主要包括文化商业及智慧零售、珠宝时尚、文
化餐饮和食品饮料、国潮腕表、美丽健康、复合功能地产等业务板块。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公司的“豫园商城”商业旅游文化品牌已经成为上海标志性的城市文化名片之

一，形成了独特的“商旅文”模式。 上海豫园商城主要由旗下子公司上海豫园商业发
展集团开发运营，同时公司正在积极推动上海豫园商城二期项目（上海豫泰确诚商
业广场（暂定名））的投资开发。 2018 年公司收购上海金豫阁置业有限公司（简称
“金豫阁”）、上海金豫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金豫置业”），两家公司拥有的土地及商
业建筑均位于上海豫园核心商圈之内。 未来随着豫园商城二期项目、金豫阁项目、
金豫置业项目顺利推进，公司在上海豫园核心商圈将形成规模效应，推动区域联动
开发、扩大商业空间布局，连通外滩商业旅游区和淮海中路商业区，进一步提升上
海豫园商城作为上海城市文化名片的影响力和核心物业价值。 公司亦通过复地（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智慧零售业务，主要从事城市特色型商业综合体的
运营管理，融通公司旗下多元产业业态，探索科技赋能商业零售。

珠宝时尚业务是公司依托上海城市商业根基，培育壮大的支柱产业之一。 公司
旗下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突出“老庙”和“亚一”的品牌优势，以直营零
售、批发为主要经营模式拓展连锁网络，截止 2019 年底豫园珠宝时尚连锁网点达
到 2759 家 。 围绕珠宝时尚领域 ， 公司战略投资收购比利时国际宝石学院
InternationalGemologicalInstitute（简称“IGI”）80%股权,实现战略布局全球钻石产业链，
更好地获得钻石领域专业知识及行业资源。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 IGI 拥有 40 余年历
史，是全球知名的宝石学培训及钻石鉴定组织，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布局全球的钻
石、宝石和首饰专业鉴定以及宝石学培训课程等业务，广泛服务钻石相关领域的各
类合作伙伴、包括知名钻石零售商。

文化餐饮和食品饮料业务是公司新一轮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 文化餐饮业务
由公司旗下的老城隍庙餐饮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老城隍庙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全国餐饮百强企业，旗下拥有松鹤楼、绿波廊酒楼、上海老饭店、德兴馆、南翔
馒头店、春风松月楼素菜馆、宁波汤团店、老城隍庙小吃广场等著名餐饮老字号。 公
司同时通过苏州松鹤楼饮食文化公司持有百胜中国肯德基苏州业务战略股权，形
成较好的业务协同和资源共享。 食品饮料业务由公司旗下的上海老城隍庙食品有
限公司具体负责运营。 公司经过整合提升，逐步形成以“老城隍庙”品牌为核心的中
华传统饮食文化产品矩阵，五香豆、梨膏糖等传统字号产品加速创新，同时积极布
局休闲食品、餐饮食品、草本饮品、特色酒种等门类，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产业
格局。 2019 年，公司收购如意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如意情”）55.50%股
权，成为如意情的控股股东。 如意情是一家主营鲜品食用菌的研发、工厂化培植及
销售的企业，年销量处于行业前三位，销售网络覆盖了全国 25 个省、市及自治区，
如意情所处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并在食品加工领域形成协同发展。

国潮腕表业务是公司老字号战略布局的重要产业之一， 公司旗下上海汉辰表
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完成收购控股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鸥表
业”）、上海表业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表业”）。“海鸥表”和“上海表”在国人心中拥
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是中国手表业最具号召力的民族品牌组合。 海鸥
表业在天津建设了国内规模最大的精密机械手表机芯制造基地， 掌握了代表国际
手表制造顶尖水平的陀飞轮、万年历、问表等超复杂机芯的自主知识产权；上海表
业也掌握了多种复杂机芯设计制造能力，产品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两家企业都
培养了国内最富经验的精密制造技术工人队伍， 是国内表业研发实力领先的机芯
设计和生产单位。

美丽健康业务由公司旗下的上海豫园美丽健康管理 (集团 )有限公司具体负责
运营。 公司拥有中药老字号“童涵春堂”品牌，该品牌从清朝乾隆年间创立至今，已
有两百多年历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 公司通过“童涵春堂”品牌从事
医药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中药饮片制造，近年来，形成了冬虫夏草、精致饮片、人参
（粉）、 西洋参系列等知名系列产品。 同时， 公司参股以色列国宝级护肤品牌
AHAVA，控股国内宠物医院一站式服务平台———爱宠医生，亦是全球高端宠物食品
销量第一品牌希尔思在中国地区的独家代理。

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是公司链接快乐产业与家庭会员的重要平台， 该业务主要
由公司旗下复地产业发展、星泓产业发展、云尚产业发展三大业务管理平台负责具

体运营。 复合功能地产业务围绕产城一体、产城融合思路，以地产承载城市复合功
能、活力社区的理念，围绕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物流商贸、健康体验等主题，集聚产
业优势资源、引入全球内容，成为公司构建快乐产业集群、线下产业地标业务的重
要支撑。

行业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涉及的珠宝时尚等消费升级行业、商业零售行业、房地产行业，

均属于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2019 年消费品零售、黄金珠宝时尚、房
地产行业延续总体平稳的态势，但行业增速有不同程度下降，甚至部分行业主导企
业零售额还有同比下降。 以下是国家统计局、上海统计局、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的数据资料：

1.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 990,86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1%。
2.2019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1,649 亿元，同比增长 8.0%。 按消费类

型分，2019 年餐饮收入 46,7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商品零售 364,928 亿元，增
长 7.9%。 按零售业态分，2019 年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的超市、百货店、专业店和
专卖店零售额比上年分别增长 6.5%、1.4%、3.2%和 1.5%。

3.2019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106,3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5%。 其中，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 85,239 亿元，增长 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0.7%；在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 30.9%、15.4%和 19.8%。

4.2019 年， 全国限额以上金银珠宝企业商品零售额 2,606 亿元， 同比增长
0.4%。

5. 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2019 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
额同比下降 0.3%，较上年下降 1 个百分点。 其中，化妆品类、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
商品零售额实现正增长，且增速快于上年。 服装类、金银珠宝类、家用电器类商品零
售不及上年同期。

6.2019 年，上海市商品销售总额 120,808.4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1%；上海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497.2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5%。

7.2019 年， 上海市无店铺零售业态零售额 2,403.19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3.0%。
其中，网上商店零售额 1,896.51 亿元，增长 15.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达 14.1%，比上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

8.2019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32,1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9.9%。 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 171,558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0.1%；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159,725 亿元，比
上年增长 6.5%。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调整后)增减

(%)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9,453,166,9
39.98

85,426,902,3
82.46

85,254,132,5
41.34 16.42 62,737,847,083.

83
62,472,788,481.

09

营业收入 42,912,228,0
77.77

33,930,505,3
07.26

33,777,196,6
92.20 26.47 31,594,094,714.

52
31,508,055,870.

65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3,208,213,53
1.61

3,032,726,65
6.03

3,020,736,94
4.79 5.79 2,881,743,726.9

5
2,885,859,467.7

9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2,728,003,60
4.81

1,938,284,10
6.67

1,938,284,10
6.67 40.74 607,033,522.57 607,033,522.57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31,377,848,9
34.80

28,730,353,9
71.16

28,699,461,2
18.42 9.21 21,634,784,022.

43
21,616,418,890.

18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3,534,453,27
9.84

7,615,703,80
9.22

7,577,355,79
7.57 -53.59 7,166,786,582.4

1
7,159,631,381.3

4

基本每股
收 益
（元／股）

0.827 0.858 0.855 -3.61 0.831 0.833

稀释每股
收 益
（元／股）

0.827 0.858 0.855 -3.61 0.831 0.833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10.792 12.242 12.203 减少 1.45个
百分点 15.241 15.28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8,106,065,900.37 11,546,916,219.53 7,429,197,725.16 15,830,048,23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02,016,510.48 619,430,886.86 217,571,160.62 1,969,194,97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67,877,633.79 619,041,054.73 203,730,988.10 1,637,353,92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33,776,187.34 893,788,724.98 -3,320,383,022.96 4,227,271,390.4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1,9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36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23,403,904 26.35 1,023,403,90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
限公司 365,163,041 9.40 365,163,041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247,745,078 6.38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
司 190,210,308 4.90 190,210,308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市黄浦区房地产
开发实业总公司 164,276,968 4.23 质押 82,000,000 国有法人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138,987,718 3.58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SPREAD-
GRANDLIMITED 131,841,042 3.39 131,841,042 无 境外法人

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
司 120,966,012 3.11 120,966,012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
公司 95,808,678 2.47 无 国有法人

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
司 89,257,789 2.30 89,257,789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
公司 3.58%股份，通过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
复 曼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杭 州 复 北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PhoenixPrestige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
司、 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
SpreadGrandLimited17 家企业持有公司 64.95%股份， 合计持有公司
68.53%股份。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 17家企业为一致
行动人。2.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的股份中,其中 73,700,365股为
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
理。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
式

交易场
所

上海豫园旅
游商城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8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18 豫
园 01 155045

2018 年
11 月 26
日

2023 年
11 月 26
日

2,000,000,000 4.97

18 豫 园 01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
付一次，最后
一年期利息
随本金一起
支付。

上交所

上海豫园旅
游商城 (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9 豫
园 01 163038

2019 年
11 月 27
日

2024 年
11 月 27
日

600,000,000 4.95

19 豫 园 01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
付一次，最后
一年期利息
随本金一起
支付。

上交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18 豫园 01”募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

用途使用完毕。报告期内，“18 豫园 01”正常完成付息工作。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8 豫园 01”公司债付息
公告》（公告编号：2019-085）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发行的“18 豫园 01”公司债券资信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8 豫园 01”信用等级为 AAA。

公司发行的“19 豫园 01”公司债券资信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信用评级，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
级展望为稳定；“19 豫园 01”信用等级为 AAA。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3.33 62.30 1.03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2 0.12 0.00
利息保障倍数 4.69 6.56 -28.51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9.12 亿元，同比增加 26.47%；利润总额 54.06 亿

元，同比增加 17.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8 亿
元，同比增加 40.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8 亿元，同比增加 5.7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9 年 3 月
22 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21）。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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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本期合并范围变化说明详见附注“八”。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附注“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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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16
债券代码：155045 债券简称：18 豫园 01
债券代码：163038 债券简称：19 豫园 01
债券代码：163172 债券简称：20 豫园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