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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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黄速建 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张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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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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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商品城 60041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杭 许杭 

电话 0579-85182812 0579-85182812 

办公地址 义乌市福田路105号海洋商务楼 义乌市福田路105号海洋商务楼 

电子信箱 Hxu@cccgroup.com.cn Hxu@cccgrou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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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4,675,363.47 23,861,326,924.56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009,156,656.61 11,190,200,453.09 7.3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8,976,015.26 113,692,030.73 -327.79 

营业收入 
1,810,606,829.09 7,602,005,086.46 -7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13,904,695.13 1,035,278,752.95 1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65,920,497.45 1,026,133,724.41 -35.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33 9.72 增加0.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19 15.7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19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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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60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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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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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55.82 3,038,179,392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4.90 266,688,739 0 无 0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国有 

法人 

2.71 147,466,52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其他 1.22 66,371,000 0 无 0 



任公司 

浙江浙信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0.97 52,832,768 0 无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27,665,700 0 无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51 27,665,700 0 无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27,665,700 0 无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27,665,700 0 无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27,665,700 0 无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27,665,700 0 无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27,665,700 0 无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1 27,665,7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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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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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度 16 小商 01 136411 2016-4-27 2019-4-27 8 3.80 



第一期公司

债 

2016 年 度

第二期公司

债 

16 小商 02 136578 2016-7-27 2019-7-27 7 3.1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8.70   51.6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3.19   16.85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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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收18.10亿元，同比减少76.1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14

亿元，同比增长 17.25%。 

(一)聚焦传统转型，市场核心竞争力再巩固 

1.资源进一步集聚。一是狠抓优质主体招商，上半年新招引经营主体 542 家，定位商位 685

个。二是加速壮大新行业，国际商贸城五区新增酒店用品行于今年 4 月正式开业；国际生产资料

市场创意装饰（软装）、家用电器、塑料粒子等行业入驻，新行业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三是深化

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实施“同类业态集聚”、“停业保权”、“动态划行归市”、“大户扩

容”等精准措施，盘活商位资源，为引进、培育高成长性行业和主体腾挪空间。 

2.要素进一步提升。一是强化经营主体培训，筹建独立运营控股公司，取得商学院培训教学

资质并提升培训水平。二是创意设计进市场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编制完成《中国小商品城原创

设计产品自律保护细则》。三是推进浙江制造品牌建设功能中心常态化运营，通过举办中国品牌日

“品字标”品牌体验活动、品牌新品发布会等各类活动，提升中心的服务效果和影响力。 

3.服务进一步优化。一是加快推进市场服务信息化，拨浪鼓平台市场综合服务费用线上统一

支付通道正式开通，实现商位缴费、贸易 “征三退三”业务开票等业务的线上操作；客服窗口统

一收银台试运行，实现小额服务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升级智慧管理员 APP，关键字段准

确率提高至 95.19%；开发新版商位管理系统，完善市场资源数据库。二是深化市场服务“最多跑



一次”改革，形成市场业务“最多跑一次”优化建议方案，基本实现商位转让办理等核心业务“最

多跑一次”。三是优化市场经营环境，提升市场的硬件建设水平。四是构建市场采购商服务体系，

开发采购商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打造采购商服务平台，搭建贸易采洽平台，对接国际采购询盘。 

（二）聚焦创新突破，市场发展驱动力再激发 

1.进口平台稳步发展。一是积极对接 2018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引参展主体。二是举办义

乌进口商品城境外招商发布会，对接境外企业。三是成功举办“一展一节”，努力提升“进口商品

购物节”和“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的活动效果和影响力。四是制定实施多维度商位续租方

案。五是加强进口研究，完成进口市场培育、省级放心消费示范点建设（正品市场）、海关税收担

保、城市合伙人等项目调研报告。 

2.文创平台不断完善。文创二区“保利艺术＋”4 月 27 日如期开业；完成 AB 区改造工程方

案和附属工程施工图、工程量清单；与义乌工商学院合作共建的“商城设计学院”正式挂牌落地；

开展本土设计师资源调研；谋划设立创新设计服务运营公司，完成义乌商城设计创意发展服务有

限公司组建方案报批。 

3.供应链平台成效明显。持续壮大市场商户重点供应商队伍，目前已增至 500 家；成功落地

广西防城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品牌加盟项目、辽宁抚顺天朗“好品义乌”生活广场项目。 

 4.金控平台持续发力。今年以来，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形成《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规则》

等制度体系；大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起草《商城金控公司薪酬激励约束方案》，研究生学历员工

占比达到 41%；严密构筑风险防控机制，制定实施风险管理系列制度；科学开展业务布局，商城

金控目前存量投资项目 9个，认缴投资金额 20.87亿元。 

5.电商数据平台加速成长。推进义乌购国际化，完成义乌购国际站改版和 LOGO更新，使用新

域名 yiwugo，推出义乌购微信英文版，与海外伙伴合作建成外贸综合服务点 3 个，提高平台国际

化水平。强化义乌购平台宣传推广。 

（三）聚焦联动发展，配套板块支撑力再增强 

1.展场旅联动持续深化。一是开展展场对接，截至 6 月底，组织经营户对接电商博览会、文

交会、进口展、纺博会、旅博会等展会 20个，其中，进口展、旅博会展场联动客商近 6000人次。

二是丰富市场行业垂直展内容，成功举办国际生产资料市场“5.12 家装荟”、篁园市场童装采洽

会、五区市场小商品配送经营区采洽会，以及一区市场首届玩具节暨“庆六一•玩具总动员”活动。

三是完善商旅卡会员体系，开展市场设点推介和展会现场推广，打通酒店与会展信息系统，新增

会员 3292人。 



2.配套板块协调发展。今年 1-6 月，受婚宴等餐饮收入下降的影响，四家全资酒店整体营收

小幅增长，实现营收 1.21 亿元，同比上升 5.60%；实现 GOP 总额 2,352 万元，同比上升 5.83%。

房产项目回笼资金 1.96亿元，荷塘月色住宅除二套样板房外，已全部售罄。受固有媒体销售增长

的拉动，广告公司业绩提升明显，完成营业收入 2,143.26 万元，同比增长 46.73%；实现利润总

额 1,353.26万元，同比增长 73.51%。 

3.有效投资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年 1-6月，完成有效投资 3.77亿元。其中，国际生产资料市

场配套工程 2.48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 56.39%；各项目进展顺利，中心公园地下空间于 5月 29

日提前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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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