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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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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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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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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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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商股份 600723 西单商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健 金静

电话 010-82270256 010-82270256

传真 010-82270251 010-82270251

电子信箱 ssgf600723@126.com ssgf600723@126.com

1.6�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344,440,

706.23元，公司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出2015年度分配预案如下：

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4,444,070.62元； 实现净利润扣除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加上上年结转的未分配利润余额746,334,581.54元，2015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

056,331,217.15元； 公司拟以658,407,554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股利1.60元(含税)，向

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105,345,208.64元； 分配后， 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950,986,

008.51元，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商业零售，主要业态有百货商场、购物中心、折扣店（奥特莱

斯）和专业店；公司经营模式是联营+租赁+品牌代理；2015年主要业绩驱动是购物中心业

态营业收入的稳定增长，公司购物中心业态2015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6%。

2、报告期内，零售行业发展状况与公司行业地位说明

公司所属的实体商业零售行业依然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2015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

售企业零售额同比下降0.1%，增速相比上年回落了0.5个百分点，也是自2012年以来增速连

续第四年下降。 从2013年开始的实体零售“关店潮”仍在继续,而且愈演愈烈；近年来，电子

商务发展迅速，线上零售业务占社会消费零售比例已突破10%，移动端发展迅速成为新的亮

点、跨境电商增长迅猛，实体零售受电商冲击较为严重。 同时实体零售商业正在经历转型升

级期，实体零售通过调整升级、向文化、健康领域转型、拥抱O2O等多种方式、多元化发展提

升竞争力和拓展发展空间。

2015年全国171个主要商场中，95个项目出现业绩下滑，占到总样本数的55%；其中百

货类项目下跌更加普遍，业绩下滑的95个项目中，87个是百货，占到92%，而且出现下滑的

百货中，跌幅超过10%的有40家（数据来源：中国零售平台）。

就公司所在的北京区域来看，北京20多家主流实体商场中，近半数项目业绩下滑（数据

来源：手机联商网资讯），北京市重点监测的40多家零售商业企业，2015年销售额的平均降

幅为8%（数据来源： 北京商务信息中心）， 公司是在北京地区年销售额名列前茅的商业企

业，公司旗下商业品牌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公司通过对现有存量企业和门店进

行调整升级、重点发展购物中心和奥特莱斯等新兴业态、积极推广O2O等多种方式，迎合消

费需求，把握住消费趋势,公司销售额持续保持在全国连锁百强和零售百强中，但排名有所

下降。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3年

总资产 6,239,868,534.78 6,394,885,690.20 -2.42 6,451,523,489.11

营业收入 10,935,864,225.90 11,814,665,877.75 -7.44 12,067,081,69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44,307,856.60 334,760,059.62 2.85 329,184,92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5,929,729.26 284,459,820.69 25.12 317,899,81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290,110,377.29 3,051,147,729.33 7.83 2,821,732,87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40,485,133.78 578,104,490.63 -41.10 476,574,029.74

期末总股本 658,407,554.00 658,407,554.00 0.00 658,407,55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29 0.508 2.93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 平均净资产 收益 率

（%）

10.83 11.37

减少0.54个百

分点

11.96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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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5,363,148.98 2,638,524,231.88 2,410,671,725.81 2,761,305,119.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1,106,949.41 97,230,788.63 68,365,661.56 107,604,457.0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70,417,775.23 25,381,591.05 132,649,735.16 127,480,627.8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0,032,482.14 120,186,464.17 107,288,349.67 213,042,802.08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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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3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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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

数量

性质

状态

北京首都旅

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248,809,

378

37.79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西单友

谊集团

245,692

131,876,

723

20.03 0 无 0 国有法人

UBS?AG 12,495,511 12,495,511 1.9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

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5,999,932 5,999,932 0.91 0 未知 0 未知

卢小玲 2,088,702 2,088,702 0.3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冯旦红 1,684,640 1,684,640 0.2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袁春兰 1,550,000 1,550,000 0.24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

施罗德成长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48,801 1,548,801 0.24 0 未知 0 未知

胡永华 1,512,000 1,512,000 0.23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258,100 1,258,100 0.19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第二大股东北京西单友谊集团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全资企

业，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北京西单友谊集团行使出资人职责，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不适用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6.1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在经济环境和消费方式已发生巨大转折性变化的新常态下,面对传统零售行

业消费复苏缓慢、渠道竞争激烈等困难，公司紧紧围绕“稳定存量、培育增量、扩充总量” 的

工作主线，通过“经营突围、机制翻墙、发展增力、管理精细” 四项重点工作，努力确保公司

的经济效益，推动公司规模发展。 2015年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调整创新，稳定公司主业经营

公司坚持“稳定存量，培育增量” 的主线任务，建立以对标为核心的市场分析机制，持

续推进经营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品牌品类结构，保证了公司主业的经营稳定。 同时，公司加

大力度推进营销创新，不断开辟新的增长点，努力拉动经营效益增长。

2、深化改革，体制机制翻墙提质

公司稳步推进北京法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法雅公司” ）体制机制改革相关

工作，并作为“机制翻墙” 的突破口，以点带面，全力推进，并且积极整合公司内部品牌企业

资源，将北京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燕莎金街” ）整体并入北京新燕

莎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燕莎MALL” ），实施“双金合并” ，为落实重点发展购物中

心业态的战略，初步打造了发展平台。

3、科学规划，推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015年，公司编制了“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本着公司主导、各企业跟进的原则，积极

寻找增量发展机会，推动新项目的选址工作。

4、精细管理，调整公司管控模式

公司实施矩阵式管理，有效确保了重点工作的推进落实；着力强化预算和财务管理体

系建设，提高公司化管理水平；深化人力资源和考核激励体系建设，发挥激励机制作用；通

过与阿里巴巴JUMP项目的合作，在北京部分门店实现了“喵街”上线，加快线上线下融合，

推进信息化建设。

6.2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除新燕莎MALL和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奥

莱” ）、以及以运动休闲为主营的法雅公司外，其他业务板块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业绩下滑，

特别是公司百货业板块下降明显，直接影响了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36亿元，同比减少8.79亿元，减幅7.44%；实现利润总额6.84亿

元，同比减少0.17亿元，减幅2.4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4亿元，同比增加

0.09亿元，增幅2.85%。

(一) 主营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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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5,864,225.90 11,814,665,877.75 -7.44

营业成本 8,446,836,575.75 9,265,691,621.85 -8.84

销售费用 760,069,503.03 728,044,519.47 4.40

管理费用 935,495,932.85 1,051,987,451.68 -11.07

财务费用 -23,944,919.41 -3,549,070.49 -574.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485,133.78 578,104,490.63 -41.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64,285.87 -75,888,587.47 -55.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723,629.79 -352,829,080.53 -15.62

研发支出

1. 收入和成本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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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8,012,698.84 8,111,475,911.53 18.05 -8.94 -9.39 增加0.41个百分点

房屋租赁 668,078,767.55 327,906,195.88 50.92 12.45 6.75

增加2.62�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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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内地区 9,118,538,394.19 7,216,523,507.15 20.86 -7.87 -8.96

增加0.95�个百分

点

京外地区 1,447,553,072.20 1,222,858,600.26 15.52 -7.61 -8.20 增加0.54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无

(2).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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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销售 商品销售成本 8,111,475,911.53 96.03 8,952,133,003.82 96.62 -9.39

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成本 327,906,195.88 3.88 307,174,689.42 3.32 6.75

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向前5名供应商合计的采购金额132,094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10.60%。

成本分析其他情况说明

无

2. 费用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760,069,503.03 ?????�728,044,519.47 4.40

管理费用 ?????�935,495,932.85 ???�1,051,987,451.68 -11.07

财务费用 ?????�-23,944,919.41 ??????�-3,549,070.49 574.68

所得税费用 ?????�183,693,458.66 ?????�197,971,961.41 -7.21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2,394万元，较上期增加575%，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和销售收入下降相应各类银行卡等手续费减少所致。

3. 研发投入

不适用

4.现金流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485,133.78 578,104,490.63 -41.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64,285.87 -75,888,587.47 -55.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723,629.79 -352,829,080.53 -15.62

变动原因：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4,049万元，比上年同期少流入23,762万元，主要系本公司发行单用途预付卡实行资金银行存管制度，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销售下降，存管资金相应转回，以及销售下降现金流入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净流出为3,406万元，较上期少流出4,182万元，主要系上期下属新燕莎金街支付工程后续款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净流出为29,722万元，较上期少流出5,511万元，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2,000万元，上期取得借款增加2,000万元，以及上

期下属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1亿元所致。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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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说明

应付职工薪酬 70,950,314.16 1.14 180,442,404.42 2.82 -60.68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7,

095万元，较期初减少61%，

主要是因执行预算工资及

效益下降导致应付职薪余

额同比减少1.1亿元。

其他说明

无

(四) 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详见公司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

业情况说明”的内容

零售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1.报告期末已开业门店分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门店分布情况

地区 经营业态

自有物业门店 租赁物业门店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万平米)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万平米)

北京

百货商场 5 13.9 5 16.3

购物中心 2 21

专业店 171 5.6

折扣店（奥特莱斯） 1 9.3

小计 5 13.9 179 52.2

天津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奥特莱斯） 1 8.8

小计 1 8.8 0 0

山西

百货商场 1 1.9

购物中心

专业店 93 1.5

折扣店（奥特莱斯）

小计 0 0 94 3.4

内蒙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126 1.9

折扣店（奥特莱斯）

小计 0 0 126 1.9

新疆

百货商场 1 2.4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奥特莱斯）

小计 0 0 1 2.4

四川

百货商场 1 3.3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奥特莱斯）

小计 0 0 1 3.3

甘肃

百货商场 1 4.1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奥特莱斯）

小计 0 0 1 4.1

合计

百货商场 5 13.9 9 28

购物中心 0 0 2 21

专业店 0 0 390 9

折扣店（奥特莱斯） 1 8.8 1 9.3

小计 6 22.7 402 67.3

2015年营业收入前10名门店信息

序号 地区 门店名称 经营业态 地址 开业时间 物业类型

租赁期限

(年)

1 北京

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奥特莱

斯购物中心

奥特莱斯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南路9

号

2002年12月 租赁 15

2 北京 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百货店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52号 1992年6月 租赁 30

3 北京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单商

场

百货店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

120号

1930年12月 自持 无

4 北京

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燕莎金

源店

百货店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东

侧

2004年10月 租赁 20

5 北京 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 购物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 2004年10月 租赁 20

6 天津 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商业有限公司 奥特莱斯

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98

号

2013年12月 自持 无

7 新疆 新疆西单商场百货有限公司 百货店 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895号 2005年9月 租赁 18

8 成都 成都西单商场有限责任公司 百货店 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东路12号 2005年1月 租赁 20

9 北京 北京贵友大厦有限公司通州店 百货店 北京市通州区云景东路1号 2008年7月 租赁 20

10 北京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里堡

西单商场

百货店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十里堡

甲3号

2010年4月 租赁 15

（2）门店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新增门店情况。 公司已于2016年1月关闭西单商场十里堡店。

2. 其他说明

√适用□不适用

（1）门店店效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经营业态 销售增长率（%） 每平米建筑面积年租金 每平米经营面积年销售额

北京

百货商场 -15.5 1,048 ??25,536.36

购物中心 10.60 1,267 ?8,444.84

专业店 8.10 1,575 ??23,181.67

折扣店（奥特莱斯） -4.20 1,174 ?��69,183.74

小计 -7.50 1,187 ??26,057.67

天津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奥特莱斯） 17.60 ???10,326.89

小计 17.60 ???10,326.89

山西

百货商场 -12.90 1,112 ???19,877.89

购物中心

专业店 30.30 2,075 ???�4,120.47

折扣店（奥特莱斯）

小计 -5.70 1,124 ??�10,570.54

内蒙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16.60 4,389 ???3,545.90

折扣店（奥特莱斯）

小计 16.60 4,389 ???3,545.90

新疆

百货商场 -16.30 307 ?��18,536.66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奥特莱斯）

小计 -16.30 307 ??�18,536.66

四川

百货商场 -22.50 357 ???14,125.17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奥特莱斯）

小计 -22.50 357 ??�14,125.17

甘肃

百货商场 1.10 429 ???10,001.05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奥特莱斯）

小计 1.10 429 ??�10,001.05

合计

百货商场 -15.30 817 ??�22,286.88

购物中心 10.60 1,267 ???�8,444.84

专业店 9.40 1,611 ??�15,413.38

折扣店（奥特莱斯） -2.00 1,174 ??�40,460.93

小计 -7.20 1,053 ??�21,668.59

（2）自营模式下商品采购与存货情况

公司的自营商品主要以运动鞋、运动服装及配件；化妆品、钟表类商品为主，还涉及少

量食品、药品类商品。 自营商品由各企业独立采购，企业针对采购的商品品类设独立的采购

部，由采购经理或专业买手负责指定采购计划并落实。 各采购团队选择适合的供应商及适

销对路的商品，保证所采购商品的质量可靠、品种有效、价格合理、货源稳定，以不断满足顾

客的需求。 比如在自营商品中占比较高的运动品类，合作的供应商已经合作十多年的时间，

双方本着互利公平的原则进行合作，从而规避了货源中断等风险，力争将进货渠道的风险

降至最低。

（3） 与行业特点相关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地区 经营业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同比

变动

营业成本@同比

变动

毛利率@同比变

动

北京

百货商场 4,398,893,145.98 3,320,149,895.44 24.52% -15.49% -16.95% 1.32%

购物中心 839,197,476.62 455,654,252.92 45.70% 10.57% 4.56% 3.12%

专业店 1,171,462,387.61 948,739,736.40 19.01% 8.08% 7.63% 0.34%

折扣店 （奥特莱

斯）

3,185,011,916.55 2,659,043,591.97 16.51% -4.21% -4.53% 0.28%

小计 9,594,564,926.76 7,383,587,476.73 23.04% -7.51% -8.85% 1.13%

（4）与零售行业特点相关的费用项目及变化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同比增减

费用额 费用率 费用额 费用率 费用额 费用率

租赁费 39,802.73 3.64% 42,571.66 3.60% -2,768.93 0.04%

广告及促销费 6,708.73 0.61% 6,434.52 0.54% 274.21 0.07%

装修费 4,115.00 0.38% 4,117.84 0.35% -2.84 0.03%

（5）线上销售情况

公司2015年度通过自建线上交易平台实现交易额2,122万元,访问量约为2.2万次。 加

盟外部线上平台共实现营业收入1,094.7万元,访问量约496万次。 自建平台与外部平台全

年共实现3,216.9万元销售。 占公司当年销售的2.6%。

（6）客户特征或类别、各类会员数量及销售占比、线上客户与实体店客户比例等信息

截至2015年底,公司及下属企业共有会员约124万人,全年会员实现销售34.8亿元,占

公司全年总销售的27.9%。 其中线上会员共计45.2万人，实体店会员共计78.7万人，线上会员

与实体店会员比约为1：1.74。 公司及下属企业共有普通会员119.5万名，占公司总体销售的

16.6%；金卡或至尊卡会员4.4万名，占公司总体销售的11.3%。

(一)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末，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未持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

公司和期货公司等金融企业股权。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无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无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无

(二)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无

(三)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1、主要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所处行业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商业零售 100 39,986 296,000.68 103,391.17 43,032.50

北京法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从事体育休闲用品

的品牌代理及批发业务

72 3,000 37,197.32 17,781.78 3,322.57

北京西羽戎腾商贸有限公司 商业零售 80 500 1,643.73 1,381.90 410.03

北京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零售 86.87 8,377 5,939.33 1,347.25 -596.64

北京谊星商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综合 75 10,000 15,364.64 14,427.64 1,426.96

北京万方西单商场有限责任

公司

商业零售 52 6,400 8,231.04 2,440.17 -130.29

成都西单商场有限责任公司 商业零售 95 3,000 10,503.36 6,348.05 1,914.83

新疆西单商场百货有限公司 商业零售 100 1,000 10,516.37 5,508.87 1,921.04

兰州西单商场百货有限公司 商业零售 100 4,000 8,063.18 3,967.62 387.18

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商业有

限公司

商业零售 90 30,000 68,026.31 23,489.01 -1,424.68

2、经营业绩与上一年度报告期内相比变动在30%以上，且对公司合并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的子公司的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分析：不适用

3、净利润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10%以上的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97,821.41 57,782.80 43,032.50

(四)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不适用

6.3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行业竞争格局

百货店出现“关店潮” 愈演愈烈，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零售企业步入转型期，加速整

合、转型调整、拓展渠道、优化供应链等措施成为传统零售企业的主要措施。 2015年批发和

零售业发生并购的个数达88起，披露交易总金额达到1569.69亿元，较2014年批发零售业并

购21起、涉及交易额70.99亿元的情况大幅提升（数据来源：搜狐网）。

2、零售业态发展趋势

（1）实体零售业的增长仍将进一步减速，未来的情况仍旧不容乐观。 实体经济增长乏

力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制造业和其他实业产业感受的寒意只会更浓，这些都会传导到

终端零售业。

（2）“互联网+” 推动零售业创新，线上线下融合互动形式多样。 当前，商品流通业格局

变革创新显著，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经济融合互动，变得更加密不可分。 2016年互联网相关产

业发展比2015年更快，带动电子商务及整体零售市场的发展。 传统零售商已经开始斥资进

军电商，而电商企业则纷纷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渠道，可以预见2016年新一轮的融合

互动还将继续。

（3）跨界融合服务细分，业态创新热潮涌动。 在新的消费环境下，商业已不再是单纯的

买和卖的关系，和消费者在情感和生活上的交流互动变得更加重要，围绕体验消费而进行

的各种跨界融合已成为一、二线城市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场中引领性的业态变革，会被越来

越多的商场运用到经营创新中。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个性化消费需求日益旺盛，在大型化和

规模化的背景下，定位更加精准、领域高度细分的小型化、个性化商业项目也有很强的生命

力和竞争力。

（4）跨境电商网络零售持续升温。 2016年总规模望达1万亿美元。 国家启动供给侧改

革，实行自贸区战略和扩大消费的政策将为跨境电商提供新的动力。 通过跨境电商进口商

品进入国内市场成为国内商家竞相采用的新兴营销方式之一，也引发传统商业企业借助跨

境电商投身国内市场竞争，实现传统零售业的变革和创新。 随着我国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

需求不断增加，2016年跨境电商仍将持续高速发展，增速达30%，总规模可望达到1万亿美

元（数据来源：商务部预测）。

（5）抱团结盟取代强力并购成为商业整合新常态，“共享经济”窗口打开。 2015年可视

为中国商业加速整合、融合的抱团结盟元年，2016年及更远的未来两三年内，线上线下充分

资源整合、战略结盟将更频繁上演，成为未来商业领域的常态，甚至将在更大范围上、多产

业、跨行业间加速产业融合，未来可能都会由于行业不断的探索而得到更好地应用，通过新

技术把共享经济做到极致，或许会创造出一个千姿百态、各方受益的未来零售业。

2015年，北京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338亿元，同比增长7.3%，增速比2014年同

期回落1.3个百分点。 从商品用途看，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实现零售额1967.3亿元、742.8亿

元和715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2%、0.9%和9.4%；烧类商品实现零售额471.6亿元，受石油

价格下降影响，同比下降15.7%。 北京实体零售商业情况并不理想,2015年北京20多家主流

实体商场中，近半数项目业绩下滑，北京市重点监测的40多家零售商业企业，2015年销售额

的平均降幅为8%（数据来源：中商情报网）。

3、行业变化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1）公司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形势。 公司高端百货业态受政策影响仍将处于止跌企稳

的艰难恢复期；奥特莱斯和购物中心两个业态的竞争对手数量不断增多、实力越来越强，为

确保实现较高的增长，将进入更加激烈的白刃战；大众百货和时尚百货受经营规模和服务

功能的限制，以及竞争对手林立，保增长、稳增长将成为艰巨任务。 公司在加快发展，扩大经

营规模，确保公司的市场地位等方面面临着更加严峻竞争形势；

（2）公司要加快在实体店铺服务加体验、实体店铺加移动互联方面的实施步伐。 近年

来，“移动浪潮”带来的消费者对于多样化的、个性化的、科技化的消费体验的需求，公司要

利用现有的实体店铺资源和会员资源，增强体验和科技元素，满足和引领消费需求，才能赢

得消费者的认可，赢得市场发展的机会。

(二) 公司发展战略

“十三五”期间，公司的发展面临很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零售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尽管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中国零售市场仍然是全球消费增长的重点区域。 快速增长的网

购群体和日益规范的网购环境为公司向“实体店加互联网” 营销，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消费

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机遇。 新晋品牌的发展计划为以京津冀为“主战场” 的首商股份提供了

上游供给资源，同时为老龄化门店提供了提升机遇。 商业地产的迅猛发展，为我们寻找新的

发展项目提供更多地可供选择的硬件资源。

同时，在经济趋缓、市场增幅下降的情况下，新入市项目不断增多，资源竞争不断加剧，

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实力型企业不断出现，加大传统国资企业发展难度。 多渠道消费，

带来严重的消费分流，随着消费需求与行为的改变，零售企业现有经营结构，失去市场竞争

优势；各行各业进入零售业，且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民营企业抢夺市场，扩张迅猛。

具体而言，2016年公司计划继续实施2015年的发展战略，重点拓展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等市场认可的公司优势业态，重点发展北方地区和京津冀一体化市场，从而巩固公司在相

应区域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以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同时因应整体宏观经济形势，

在发展过程中继续注重风险控制。 通过加强事前调研和可行性分析工作，通过与物业方开

展前期合作、介入开发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以保证新项目的成功运营，并尽量缩短项目培育

期的时限。

(三) 经营计划

2016年是“十三五” 的开局之年，在“新常态” 下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公司要正

确认识宏观经济形势，抢抓市场机遇，确保公司各项任务目标有效实现。 2016年公司计划实

现销售113.33亿元，利润6.10亿元，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创新驱动经营突围，着力推进经营模式调整

（1）加大经营模式与品类结构调整力度，突破经营模式组合，提升公司经营水平。 加强

公司与拥有多品牌的供应商集团的合作，提高公司协调和综合管理能力。

（2） 要关注消费需求变化和未来消费趋势。 建立完善的会员体系和顾客关系管理体

系，把握线上线下的融合趋势，提高营销资源的共享性，推进消费链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完

善营销评估体系。

（3）深化市场对标，一要对准集团化的竞争对手，通过准确的对标来发现问题，进而修

正自身的措施。 二要把突破点放在市场组织战略、发展机制、创新机制、资本运作和企业的

品牌定位上，重点研究定位性品牌、品类布局、消费结构、品牌组合和指标效益等问题。

2、积极调整管控模式，着力推动精细化管理

（1）要进一步完善总部职能设置，特别是要强化总部的投资创利功能。 要大胆创新资

金的管理和运作模式，同时继续加大集约化管理力度。

（2）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加强企业核心团队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全力落实好公司各

项任务目标。

（3）加快推进信息化进程。 要加紧制定公司信息化发展纲要，要适时开展“首商股份”

微信平台的公众服务，并完成内外网的开发和财务系统更新工作，同时推进新技术在各企

业的应用。

(四) 可能面对的风险

一是政策性风险， 公司高端百货业态受政策影响仍将处于止跌企稳的艰难恢复期；实

体零售企业不能享受与电商企业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是传统百货业务模式风险。 公司目前传统百货业态占比较大，传统百货的联营为主

的业务模式造成百货企业同质化严重、盈利能力下降、消费者需求把握能力不足，导致市场

竞争力下降，尤其是高端百货增长乏力，对公司的业绩快速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是行业风险，自2013年开始的实体零售关店潮愈演愈烈，海外代购、跨境电商等的兴

起对实体零售行业的影响也在进一步加大；

四是经营风险，实体零售企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近年来人工成本、物业成本持续高

企，对公司的经营也产生很大的压力和风险。

在对外发展中，公司存在发展项目不成功的风险，可能对公司利润造成影响。 为了应对

相应风险，需要公司加强发展项目管理，在选定项目、筹开项目、培育项目三个阶段开展风

险评估和管控，通过灵活的发展方式、契约化管理、安全的退出机制等，避免不可控情况的

出现。

6.4公司因不适用准则规定或特殊原因，未按准则披露的情况和原因说明

一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

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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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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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共10家核算单位，包括：北京万方西单商场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法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谊星商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新疆西单商场百货有限公司、成都西单商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西羽戎腾商贸有限

公司、兰州西单商场百货有限公司、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新燕莎奥

特莱斯商业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见附注六、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披露。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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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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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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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3月14日以书面、 邮件

方式发出通知，于2016年3月24日上午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公司2015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及2016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5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344,440,

706.23元，公司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出2015年度分配预案如下：

1、 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4,444,070.62元；

2、 实现净利润扣除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加上上年结转的未分配利润余额

746,334,581.54元，2015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056,331,217.15元；

3、 公司拟以658,407,554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股利1.60元(含税)，向全体股

东分配现金股利105,345,208.64元；

4、分配后，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950,986,008.51元，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因退休原因，祖国丹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因工作变动原因，袁首原先生辞去公司董

事职务。 经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通

过，提名李源光先生、闫兵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董事会对祖国丹先生、袁首原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卓有成效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公司关于授权总经理审批委托理财权限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总经理对单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5%�的银行保本型

的理财产品投资进行审批，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流程以防控风险。该项授权自2016年1月

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有效。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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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6年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2015年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186.3�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50万元。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第一、三、四、五、六、十、十二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4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源光

1969年11月出生，在职教育研究生学历。历任联合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世纪

证券公司总裁助理；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北京阳光伟华

投资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管理部总经理。

闫兵

1974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历任北京朝阳区地税局所得税管理科科员、副科

长，北京朝阳区地税局十里堡税务所副所长、所长。 现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与预算中心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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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3月24日下午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

议通知于2016年3月14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

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春滨主持。

全体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5年修订）》等有关规定要求，监事会认真审议了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本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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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项规定；

2、本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监事会提出本书面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本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三、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调整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闫兵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同意提名王京女士为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

全和执行现状，符合公司内部控制需要，对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是客观、准确的，内部控制

体系总体上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不存在重大缺陷。

以上除第五项议案外，其他议案均需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3月24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京：1973年1月出生，在职教育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专业，经济学学

士学位，高级会计师，历任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高级主管、审计部高

级主管、企管部高级主管，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察审计室职员、主任助理、纪

检监察（审计）室主任助理、内控与审计部总经理助理；现任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内控与审计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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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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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祖国丹先生、袁首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祖国丹先生因退

休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董事职务；袁首原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

务。 祖国丹先生、袁首原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董事会对祖国丹先生、袁首原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卓有成效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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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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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监事闫兵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闫兵先生因工作变动，提出

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闫兵先生的辞职将导

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故其辞职申请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

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闫兵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3月24日

北 京 首 商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723

公司简称：首商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