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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0682

公司简称：南京新百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一.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 �公司董事王彤焱、朱爱华、生德伟、张雷、高远、胡晓明、陈枫、时玉舫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

告。 董事长袁亚非、董事张居洋、独立董事杨春福因公请假，分别授权王彤焱、张雷、胡晓明代为行使表

决权。

1.2� �公司负责人袁亚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利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立俊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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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9,441,325.89

22,032,712,

878.86

22,015,973,

153.13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645,862,999.46

13,241,432,

712.22

13,237,449,

240.72

3.0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80,855,001.75

-1,276,406,

798.88

-1,325,723,

713.35

46.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036,417,853.31 4,215,988,986.95 3,636,280,647.22 -5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6,416,834.90 227,471,779.32 91,768,862.17 4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6,720,807.91 -65,846,163.52 -65,846,163.5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2.43 1.65 1.14

增加0.78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8 0.08 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8 0.08 38.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851.9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150,00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916,507.1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86,779.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9,088.52

所得税影响额 -54,481.89

合计 -303,9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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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30,97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484,482,721 37.48 225,231,154 冻结 484,482,72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96,722,192 7.48 38,688,878 质押 96,720,87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新余创立恒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5,391,644 4.28 0 质押 55,391,6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华美联合营销管理有

限公司

44,658,856 3.45 0 质押 44,658,85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41,320,000 3.20 0 质押 20,660,000 国有法人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35,000,000 2.71 0 质押 35,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加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7,058,864 1.32 0 质押 17,058,864 未知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信托－兴运扶摇7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6,503,773 1.28 0 无 0 未知

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智汇5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6,145,867 1.25 0 无 0 未知

李微 15,166,642 1.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259,251,567 人民币普通股 259,251,567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8,033,314 人民币普通股 58,033,314

新余创立恒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391,644 人民币普通股 55,391,644

南京华美联合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44,658,856 人民币普通股 44,658,856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20,000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0

南京加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058,864 人民币普通股 17,058,864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托－兴运扶

摇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503,773 人民币普通股 16,503,773

珠海横琴长乐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智汇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145,867 人民币普通股 16,145,867

李微 15,166,642 人民币普通股 15,166,6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兴业信托-兴运扶摇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为一致行

动人；“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新余创立恒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 说明

预付款项 152,699.55 47,530.07 221.27 主要子公司预付工程款

其他流动资产 486.58 2,270.14 -78.57 主要是预交税款变动影响

在建工程 16,630.39 7,950.55 109.17

主要世鼎FUJI工程建设投入、

三胞远程医疗平台建设投入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703.01 20,721.19 38.52

主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动引起

其他综合收益 33,582.39 24,561.23 36.73

主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动引起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幅（%） 说明

营业收入 203,641.79 421,598.90 -51.70 主要合并范围变化引起

营业成本 108,985.92 252,546.78 -56.85 主要合并范围变化引起

销售费用 17,993.68 101,762.19 -82.32 主要合并范围变化引起

管理费用 15,754.12 34,019.84 -53.69 主要合并范围变化引起

研发费用 7,865.85 4,365.71 80.17 主要世鼎研发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779.25 6,455.41 -87.93 主要合并范围变化引起

资产处置收益 -1.89 22,000.91 -100.01

主要同期HOF商标权处置收

益

现金流量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幅（%）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金额

-68,085.50 -127,640.68 46.66 主要合并范围变化引起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金额

-8,043.77 5,633.16 -242.79

主要同期HOF商标权处置收

到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金额

-25,377.91 105,347.37 -124.09 主要是融资结构变化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8年7月1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向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128

号），核准公司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发行180,247,659股股份（调整后为180,738,946� 股股份）购买

世鼎生物技术（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 2018年8月2日，公司完成了对标的资产世鼎生物技术（香

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 2018年8月14日,�公司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新增180,738,946股股份的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中登公司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登记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1,292,713,418股。

2018年10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及中介机构相关核查意见。

2018年11月26日，公司完成对世鼎生物技术（香港）有限公司及Dendreon� Pharmaceuticals� � LLC董

事会改组的工作，且已达到企业会计准则中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制标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募集配套资金的后续事宜，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已披露事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93、101、112、131、140号）

2、2018年12月17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三胞集团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三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219.8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现金

收购三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南京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截至2019年2月，公司完成股

权转让款支付，并办理完成股权交割手续。 经双方协商，三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股权转让款全额出资

至南京丹瑞，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同比例出资1,269.60万元。 2019年2月，南京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纳

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本事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8-143号，临

2019-010号）

3、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2019年2月1日、2019年3月27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聘任王彤焱女士为公司总裁，补选张

雷先生、高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聘任张雷先生、花贵侃先生、张利国先生、周雷先生

为公司副总裁。上述事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2、003、009、014号）

4、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484,482,72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7.48%，累计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数量为7,406,752,239股，超过其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三胞

集团有限公司已与有关方面协商处理股份冻结事宜，争取解除对本公司股份的冻结。 上述股份被冻结

对公司控股权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本事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8

号）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先生计划从2018年6月25日起的6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和信托计划等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拟

增持资金为不低于40,000万元， 增持价格不高于35元/股，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因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流动性危机、主要资产被冻结等原因，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袁亚非先生申请将增持计划的履行时间延长6个月，即增持计划于2019年6月25日前实施完成（该

期间内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制买卖期间、公司停牌期间或法律法规等规则限定的交易期间，则相应

的截止时间顺延）。

截至本报告期末，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先生尚未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

计划可能面临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到位或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结合目前三胞集团有限公

司资金流动性尚未恢复的实际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已披露事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公告编号： 临 2018-081、127、146，临

2019-013、021号）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由于House� of� Fraser� (UK&Ireland)� Limited及其下属企业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 根据英国法律进行清算、 注销， 导致2018年半年报累计净利润为负数。 House� of�

Fraser� (UK&Ireland)� Limited自2018年三季度起不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公司预计年初至

下一报告期期末累计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会发生大幅上升。

公司名称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亚非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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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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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袁亚非 因公请假 王彤焱

董事 张居洋 因公出差 张雷

独立董事 杨春福 因公请假 胡晓明

4�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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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执

行，有完备的分红机制和审议程序，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报告期末，依据《公司章程》利润分配相关条款及有关法律法规，因本报告期公司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故本报告期不进行现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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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百 600682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远 杨军

办公地址 南京市中山南路1号 南京市中山南路1号

电话 025－84761643 025－84761342

电子信箱 IRM@NJXB.COM IRM@NJXB.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涉及现代商业、健康养老与生物医疗领域，覆盖百货零售、物

业租赁、健康养老服务、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存储以及细胞免疫治疗等业务范围。

1、现代商业

现代商业主要业务为百货零售。 报告期内，商业部分包括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新百中心

店（A� 座、B� 座）、东方福来德购物中心南京店、徐州店，安徽省芜湖市南京新百大厦店，

HOF�百货境外门店（已于2018年8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其他业务为房地产、物业租赁。

2、健康养老

（1）安康通

安康通是服务于全国的居家养老服务型企业，以自主运营的云中心、自主研发的各类

信息管理系统、专业化的助老助残服务团队为基础，整合优质社会资源，为广大老年群体和

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居家生活安心护航服务。 安康通主要向用户提供六大类服务：紧急

救助与安全预警服务、居家助老与生活服务、健康管理服务、日照中心服务、适老化改造服

务、养老展厅设计与规划服务。

（2）三胞国际

三胞国际为投资控股平台， 其主要业务主体与经营资产为以色列的 Natali、A.S.�

Nursing�和纳塔力（中国）。

以色列纳塔力（Natali）公司创立于1991年，主要在以色列国内开展居家养老和远程医

疗服务，是以色列领先的提供远程医疗和远程照护、紧急救助和居家养老、团体健康服务的

服务商，也是以色列最大的民营医疗护理服务公司。

A.S.� Nursing成立于1984年，总部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第四大的居家上门

护理公司，已经拥有30多年的居家护理服务经验，在以色列全国拥有26家分支机构，覆盖以

色列全境。 公司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为老人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居家护理及照看服务、专业私

人住院护理服务以及养老与护理服务相关的咨询服务，主要员工为护理专业人员、心理辅

导专业人员、老年医学专家、专科护士等。

纳塔力（中国）成立于2015年，通过引入全球领先的健康养老服务理念和运营模式，以

领先的科学技术为驱动，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商业模式，为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地产社区等

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增值服务和全方位一站式的健康养老服务。

3、生物医疗

（1）齐鲁干细胞

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位于济南市高新区，是一家从事干细

胞保存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与咨询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主

要业务为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制备、存储与提供服务。

（2）世鼎香港

世鼎香港的主要经营性资产为美国生物医疗公司Dendreon。 Dendreon�是一家致力

于研究肿瘤细胞免疫治疗的生物制药公司，拥有包括知识产权、生产工艺、研发团队在内的

完整细胞免疫治疗产业化体系，其主营业务是肿瘤细胞免疫治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Dendreon� 目前的主要产品为完全自主研发的前列腺癌细胞免疫治疗产品

PROVENGE� (sipuleucel-T)� ，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抗恶性肿瘤，其适用症为无症

状或轻微症状的转移后去势性抵抗前列腺癌症（早期 mCRPC）。 PROVENGE于2010年

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在美国上市，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个FDA批

准的前列腺癌细胞免疫治疗药品，开创了癌症细胞免疫治疗的新时代。

(二)经营模式

1、商业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现代商业板块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 国内的商业门店主要经营模式为

联营模式和租赁模式，部分门店试行自营销售模式。 境外商业门店英国 HOF�百货主要为

自有品牌销售、特约品牌销售以及联营销售相结合的经营模式，该部分业务已于2018年8月

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2、健康养老经营模式

（1）安康通

安康通专注中国养老20多年，是国内居家养老行业的龙头企业，是智慧养老领域的综

合运营商和服务商,主要承接政府居家养老业务，以硬件产品、软件系统和呼叫中心作为基

础，销售紧急援助服务、家政服务、主动关爱、医疗健康、生活信息等综合服务，并收取相关

服务费用。

“运营商” ，即安康通承接政府的居家养老业务，借助“互联网+” 思维，运用CRM、物

联网、移动APP等信息及科技手段，搭建智慧养老综合平台。 该平台通过接入家政服务、信

息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等各类供应商名录以及终端用户的相关信息，实现了服务方和需求

方的动态匹配和统筹调度管理，形成一个安全、便捷的服务管理平台，并同时打造服务客

户、服务团队及老人信息三大核心网络，成为政府和老人离不开的养老服务平台。

“服务商” ，即安康通公司通过整合社会优质资源，打造了一支专业的线上线下服务团

队，不仅提供紧急呼叫、健康救助、电话预约、精神慰藉、主动关爱等线上自营产品，实现终

端用户的服务内容收费；同时也将生活家政、长期护理以及健康管理等专业的居家养老服

务送上门，打通了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极大满足了老人的精神和生活需求，让各地

政府养老民生工程惠及的老人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居家养老新生活。

（2）三胞国际

1）Natali的经营模式

Natali依托医疗呼叫中心、紧急呼叫中心、专业医生团队、急救车团队、客户服务中心五

大运营平台，为以色列家庭或机构提供远程医疗和远程照护、紧急救援和家庭护理、社区健

康服务及居家养老等四类医疗健康服务。 四大类医疗健康服务以远程医疗和紧急救助服务

为基础， 社区健康服务业务主要服务政府客户， 在此基础上拓展高端定制居家养老服务

（Aging� in� place），结合智能看护（Smart� care）系统将医疗数据与行为数据紧密结合，

提供综合性居家养老健康管理服务。

2）A.S.� Nursing的经营模式

A.S.� Nursing是以色列第四大护理公司，其服务对象为通过以色列国家医疗保险机构

NII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测试的用户，其中绝大多数75岁以上老人、残疾退伍军人及其

他伤残人士。 A.S.� Nursing组织自己的护工为服务对象上门提供长期护理服务，以色列国

家社保中心以护理小时数为基础与公司进行结算。 A.S. � Nursing的护理服务主要包含三

类：一是为无法独立生活的老人上门提供居家护理及照看服务；二是为住院老人提供专业

私人护理； 三是为老人提供养老、 护理服务及养老院选择的相关咨询服务。 同时，A.S.�

Nursing与以色列国家社保中心、国家劳动部、国家社会服务部、国防部，以及大屠杀幸存者

基金保持着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

3）Natali（中国）的业务模式

2018�年，Natali（中国）主要分为三条业务线进行：一是B2B健康管理业务，通过与金

融服务行业、大型企业等机构客户合作，为其员工或高端个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健康管理

增值服务及相关产品，帮助这些机构提高对其用户的服务附加值；二是长期护理业务，其服

务对象为经老年照护需求评估、失能程度达到评估等级二至六级的“长护险” 参保人员。

Natali（中国）组织自己的护理员上门为其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服务内容包含生活照料、常

见临床护理等；三是康养地产业务，不断探索与地产合作模式，升级服务内容，为地产公司

的康养项目提供整体布局规划、营销策划、展示设计、运营支持及品牌输出等综合服务。

3、生物医疗

（1）脐带血库

报告期内，齐鲁干细胞的主营业务为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制备、存储与提供，其主要客户

群体为孕产妇。 齐鲁干细胞根据山东地区的市场需求、渗透率、消费者费用支付习惯、检测

储存成本等综合因素进行定价，并主要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对其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储存服务

的方式实现盈利。

齐鲁干细胞运营管理的山东省脐血库，与合作医院签署《脐带血采集合作协议书》，就

双方在脐带血采集合作事项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约定之后，可在合作医院开展脐带血

采集业务。山东省脐血库通过接受储户委托的方式，在储户签订《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存储协

议》并缴纳相应费用后，进行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存储业务。 此外，对公共库配型成功的脐

带血造血干细胞，公司可对外提供脐血移植，并向受供方收取一定费用。

（2）世鼎香港

Dendreon的主要业务为肿瘤细胞免疫治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主要营业收入

来自PROVENGE的销售收入。PROVENGE属于处方药，其销售价格每年可根据通货膨胀、

市场行情及原材料采购等因素变化情况，进行相应的价格调整，该类价格调整符合美国处

方药市场的惯例。 根据IMS行业报告，美国整体处方药市场及 mCRPC�的主要产品价格均

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PROVENGE�产品的生产模式为订单式生产。 Dendreon�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情况，

在患者注册后开展对每个患者的针对性治疗，定制化地生产 PROVENGE�产品。

PROVENGE�产品的销售采用代理模式。 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Dendreon�与医疗机

构、医生之间需要通过经销商进行销售行为。Dendreon�与经销商签订合同，约定经销商以

PROVENGE�每一次注射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用。 经销商负责向医生或医疗机构

收款，医生或医疗机构向患者（自费部分）和保险公司（保险覆盖部分）收款。

Dendreon�建立了销售团队和运营团队， 分别负责 PROVENGE�产品的推广和运营

管理。 其中销售团队由免疫疗法销售专家和区域销售经理组成，其主要职责是为处方医生

提供专业产品介绍、进行医生教育、以及提供治疗窗口期目标患者诊断协助。 运营团队由机

构业务经理和大客户经理组成，其主要职责是为医疗机构及医生提供运营管理协助，以及

帮助医院管理者及处方医生了解免疫治疗“先购买，后结算” 的报销流程。 为加强医生和患

者对 PROVENGE�产品的认识， 增加 PROVENGE�在临床上的应用，Dendreon�针对医

生和患者进行例如学术研究和推广、处方医生交流以及患者代表分享等一系列推广活动。

PROVENGE药品上市后， 获得了美国主要公共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覆盖。 因绝大多数

mCRPC�患者年龄为 65�周岁以上， 美国针对退休人群及残障人士的公立保险Medicare�

是 PROVENGE�最主要的保险支付方。

(三)行业发展情况

1、现代商业行业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信息显示，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8.10亿元，比上年

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 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2.56万亿元，增

长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53万亿元，增长10.1%。 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33.8万亿

元，增长8.9%；餐饮收入额4.3万亿元，增长9.5%。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02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 分业态来

看，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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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2%、6.2%和 1.8%。

2、健康养老行业情况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发展较为迅速，到2050年，我国将有35%的人

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之一。

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四二一” 形式的家庭结构和空巢老人的普遍现象使传统家庭

赡养的养老模式面临较大压力，社会养老需求与价值凸显。 目前国内养老和老年医疗服务

供给严重不足， 居家养老将是未来国内养老发展的主流趋势， 多地颁布类似“9064” 、

“9073” 计划，预计将有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行业发展方向包括上门护理、居家智能

养老设备、 适老家居改造等。 同时，自2011年以来，国家养老及养老市场相关政策密集颁布

与落实，逐步促进市场的有效介入。

3、生物医疗行业情况

（1）干细胞产业

从产业链上来看，干细胞行业的上游为干细胞的采集与存储，中游为干细胞制备及相

关干细胞药物的研发，下游为干细胞的治疗应用。 目前，国内干细胞行业的上游为最成熟的

产业化项目。根据Market� Research� ＆ Transparency�估计，目前全国整体干细胞存储率

比例仍不足 1%，地区储存率也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参考发达国家，我国干细

胞存储市场预计规模过 300�亿，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目前，干细胞研究及其转化医学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科技和企业界高度关注和大力投

入的重要研究领域，我国政府在干细胞基础与转化方面持续加强投入与布局，并把干细胞

列为2018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要》、《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十三五” 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均

将干细胞研究作为重点扶持领域。

（2）医药行业

受到全球人口基数的持续增加、人口老龄化加剧等因素促进，全球医药市场持续快速

增长。根据IMS在《Outlook� for� Global� Medicines� through� 2021》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2007-2016全球药品支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5%， 预计未来5年全球药品支出将保持6%的

年复合增长率，至2021�年将达到 15,000�亿美元的规模。

就药品支出国家与区域而言，美国2016年药品支出合计4,617亿美元，是全球药品支出

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药品支出市场，2016年药品支出合计1,167亿美元，预计到

2021年药品支出将接近1,400-1,700亿美元水平。 就药品类别而言，肿瘤类药物、自身免疫

类药物以及糖尿病类药物支出占比最高。 近年来肿瘤药物的广泛创新使得肿瘤药物成为全

球药品支出的主力，2016年，肿瘤药物支出约为7,530亿美元，是全球药物支出占比最高的

类别。 2016年至2021年，肿瘤药物将保持9%-12%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到2021年，针对

抗癌药的支出将到达1,200-1,3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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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015,973,

153.13

30,544,890,

294.93

24,528,058,

756.93

-27.92

19,637,060,

354.62

营业收入

14,541,230,

534.18

19,134,811,

107.07

17,960,355,

449.10

-24.01

16,995,030,

89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85,889,850.73 943,662,038.72 736,232,157.15 -193.88

464,264,

44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67,875,

183.32

678,486,353.61 678,486,353.61 -301.61

417,886,

92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237,449,

240.72

13,648,695,

339.40

8,009,173,

342.50

-3.01

3,138,516,

16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85,919,

627.46

1,138,665,

669.94

769,752,007.32 30.50

2,655,802,

569.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9 0.80 0.68 -186.25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9 0.80 0.68 -186.25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74 9.54 10.41

减少16.28个百

分点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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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5,988,986.95 5,462,346,728.12 2,618,894,657.99 2,244,000,16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7,742,739.07 -1,533,116,159.47 528,456,741.98 -108,973,17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0,127,713.38 -1,568,153,607.45 529,662,969.95 -399,512,25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75,079,367.44 -623,554,875.87 2,178,022,793.38 1,206,531,077.3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 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世鼎生物技术

（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系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重述前期比较财务报表。 2018年

11月 26日 ， 本公司分别完成了对世鼎生物技术 （香港） 有限公司和Dendreon��

Pharmaceuticals� � LLC董事会的改组工作， 并于2018年11月30日取得对世鼎生物技术

（香港）有限公司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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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97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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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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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180,738,946 484,482,721 37.48 225,231,154 冻结 484,482,72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96,722,192 7.48 67,705,535 质押 96,720,87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新余创立恒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5,391,644 4.28 质押 55,391,6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华美联合营销

管理有限公司

44,658,856 3.45 质押 44,658,85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41,320,000 3.20 质押 20,660,000 国有法人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00 2.71 质押 35,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加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4,619,764 2.68 质押 34,619,764 未知

珠海横琴长乐汇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智汇5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1,746,267 1.68 无 未知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兴业信托－

兴运扶摇7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6,503,773 1.28 无 未知

李微 15,729,842 1.22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兴业信托-兴运扶摇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为一致行动人前十名股东中：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新余创立恒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一致

行动人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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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5.41亿元，同比下降24.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8.86亿元，同比下降1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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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要求，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作为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且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按

照通知规定的日期开始执行。 适用于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二）公司持有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44,676,571股股份，占其

总股本的1.81%。 鉴于南京证券股票已于2018年6月13日公开上市交易，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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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及有关规定，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价值，公司对该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按其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即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公允价值与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变更日期自2018年6月13日起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

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归并原有项目：

（1）“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

（2）“应收利息” 及“应收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 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项目；

（4）“工程物资” 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项目；

（5）“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项目；

（6）“应付利息” 及“应付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项目；

（7）“专项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项目。

2、利润表分拆项目，并对部分项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同时简化部分项 目的表述：

（1）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从“管理费用” 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 项 目；

（2）在“财务费用” 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3）“其他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行项目、“营业

外支 出” 行项目核算内容调整；

（4）“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 份额” 简

化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期初及上期（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66,550,886.96

应收账款 1,166,550,886.96

应收利息 543,287.67

其他应收款 180,699,959.98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80,156,672.31

固定资产 3,631,926,115.11

固定资产 3,631,926,115.11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75,518,147.79

在建工程 75,518,147.79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36,914,199.2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967,418,767.59

应付账款 2,830,504,568.34

应付利息 4,337,784.19

其他应付款 1,617,093,339.31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612,755,555.12

长期应付款 1,167,642,915.50

长期应付款 1,167,642,915.50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1,587,305,684.32

管理费用 1,451,871,149.04

研发费用 135,434,535.28

（二）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故无需对已披露的以前年度

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以往各年度定期报告的既定结果。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增加222,014,

211.70元，“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166,510,658.78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增加55,503,

552.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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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如下表所列示如下：

（一）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取得方式

Shiding�Shengwu�Biotechnology�(Hong�Kong)�Trading�Limited（“世鼎香港” ）

发行股份购买

Shiding�Shengwu�Biotechnology�(UK)�Trading�Limited（"世鼎英国"）

Shiding�Shengwu�Biotechnology�(US)�Trading�LLC（"世鼎美国"）

Dendreon�Pharmaceuticals�LLC

泰州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山东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山东登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柳州安康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

马鞍山市金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山东星康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淮安市安康通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新余市星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

福州市长乐区和康智慧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设立

武汉禾康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青岛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设立

温州纳塔力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

体

名称 不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House�of�Fraser�(UK&Ireland)�Limited 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托管程序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附注九之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合并范围

的变化情况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董事长：袁亚非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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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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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胞集团及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先生尚未

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因公司股价波动、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到位或资本市

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实施的时间和价格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或面临增持计

划无法实施完成的风险。

近日，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接到三胞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胞集团）、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先生的《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与袁亚非先生

关于增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2018年6月25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81号），控股股东三胞集团、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先生计划从2018年6

月25日起的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和信托计划等

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拟增持资金为不低于40,000万元，增持价格不高于35元/股，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28日、12月25日、2019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延

期履行增持计划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27、146号，临2019-013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鉴于控股股东三胞集团的资金流动性尚未恢复及公司近期处于定

期报告窗口期，三胞集团及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先生未能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四、风险提示

本增持计划可能因公司股价波动、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到位或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实施的时间和价格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或面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完成

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 公司将督促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以及股票买卖窗口期与敏感期等相关规定。

3、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

除权、除息事项的，增持主体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披露。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

体实施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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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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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

通知》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19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2019年一季度，公司无门店变动情况

●2019年一季度，公司无增减门店情况

一、2019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营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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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 648,322,330.88 519,980,260.30 19.80 -76.75 -73.65

房地产业 159,286,666.66 90,161,328.61 43.40 18.74 40.02

宾馆餐饮业 9,874,048.81 1,717,115.54 82.61 2.73 7.51

健康养老、护理

业

309,596,986.19 221,716,417.73 28.39 13.22 16.70

专业技术服务

业

320,126,973.00 76,529,510.16 76.09 -5.99 -13.40

科研服务 8,263,151.87 2,899,221.89 64.91 -39.04 -33.25

医药制造业 511,364,647.05 170,562,627.40 66.65 -11.79 -14.02

合计 1,966,834,804.46 1,083,566,481.63 44.91 -52.49 -57.00

二、2019年一季度门店信息

报告期末已开业门店分布情况与2018年报中相关披露信息相同，尚无变化。 公司董事

会提醒投资者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仅供参考，而不作其他用途。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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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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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要求，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且

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按照通

知规定的日期开始执行。 适用于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了修订。

（二）公司持有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44,676,571股股份，占其

总股本的1.81%。 鉴于南京证券股票已于2018年6月13日公开上市交易，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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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及有关规定，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价值，公司对该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按其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即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公允价值与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变更日期自2018年6月13日起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

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归并原有项目：

（1）“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

（2）“应收利息” 及“应收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 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项目；

（4）“工程物资” 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项目；

（5）“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6）“应付利息” 及“应付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项目；

（7）“专项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项目。

2、利润表分拆项目，并对部分项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同时简化部分项目的表述：

（1）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从“管理费用” 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 项目；

（2）在“财务费用” 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3）“其他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行项目、“营业外支出” 行项目核

算内容调整；

（4）“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简化

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期初及上期（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66,550,886.96

应收账款 1,166,550,886.96

应收利息 543,287.67

其他应收款 180,699,959.98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80,156,672.31

固定资产 3,631,926,115.11

固定资产 3,631,926,115.11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75,518,147.79

在建工程 75,518,147.79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36,914,199.2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967,418,767.59

应付账款 2,830,504,568.34

应付利息 4,337,784.19

其他应付款 1,617,093,339.31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612,755,555.12

长期应付款 1,167,642,915.50

长期应付款 1,167,642,915.50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1,587,305,684.32

管理费用 1,451,871,149.04

研发费用 135,434,535.28

（二）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故无需对已披露的年度财务

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以往各年度定期报告的既定结果。 本次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增加222,014,211.70

元，“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166,510,658.78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增加55,503,552.92元。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1、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所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

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3、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公司监

事会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南京新百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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