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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百联股份   百联 B 股 

证券代码： 600827    900923                                      编号：临 2020-035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3 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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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年第

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公司 2020年 1-3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门店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各业态门店变动情况如下： 

地区 业态 

报告期内新开门店 报告期内关闭门店 

数量 
经营面积    

（平方米） 
数量 

经营面积    

（平方米） 

华东地区 

大型综合超市 2 10,500.00 2 15,071.00 

超级市场 117 61,216.28 84 27,697.60 

便利店 90 4,724.80 151 11,390.32 

专业连锁 4 346.33 2 502.21 

小计 213 76,787.41 239 54,661.13 

华北地区 
便利店 1 40.00 30 1,737.40 

小计 1 40.00 30 1,737.40 

东北地区 
便利店 11 613.58 46 2,106.20 

小计 11 613.58 46 2,106.20 

华中地区 
超级市场 9 5,972.00 - - 

小计 9 5,972.00 - - 

华南地区 
超级市场 28 65,507.54 12 11,231.00 

小计 28 65,507.54 12 11,231.00 

西南地区 
超级市场 - - 1 2,800.00 

小计 - - 1 2,800.00 

西北地区 
超级市场 3 2,610.00 - - 

小计 3 2,610.00 - - 

注：上述超商业态含直营店及加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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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第四季度拟增加门店情况如下： 

地区 店名 业态 面积（平方米） 来源 预计开业日期 

华东 

萧月路店 超级市场 64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新竹柏店 超级市场 935.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祥跃路店 超级市场 332.84 租赁 2020 四季度 

鑫源小区店 超级市场 17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春江小区店 超级市场 32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曲阜纸坊店 超级市场 40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昌旺店 超级市场 15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曲阜商贸城店 超级市场 40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车站新村店 超级市场 105.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洞伟路店 超级市场 12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申城佳苑店 超级市场 14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顾高二店 超级市场 105.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义乌南门路店 大型综合超市 15686.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义乌佛堂店 大型综合超市 16152.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杭州宝龙广场店 超级市场 3004.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乐清江南里店 超级市场 5673.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永嘉大悦里店 超级市场 2939.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象山万达广场店 超级市场 7185.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诸暨宝龙广场店 超级市场 701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义乌宏迪路店 超级市场 85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海盐丽景花苑店 超级市场 552.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杭州世纪新城店 超级市场 492.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合肥美的园区店 超级市场 89.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巢湖东风路店 超级市场 33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东都店 便利店 10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旗林店 便利店 10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江伟店 便利店 91.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万邻店 便利店 6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宁川店 便利店 58.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百联临港生活中心 购物中心 15903.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华南 

南俪首座店 超级市场 27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水一方店 超级市场 20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柳州阳和起涛店 超级市场 20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广西桂林润宅店 超级市场 40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华北 地铁景泰 便利店 6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东北 
新国信店 便利店 62.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新千汇店 便利店 100.00 租赁 2020 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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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营业收入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元） 
营业利润率(毛

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利润率(毛利率)

比上年增减 

综合百货 1,612,679,299.60  29.55  -56.21  增加 11.66 个百分点  

购物中心 2,188,272,141.46  30.21  -57.80  增加 9.48 个百分点  

奥特莱斯 1,141,931,728.74  53.11  -78.25  增加 40.19 个百分点  

标准超市 7,932,211,000.90  18.69  6.55  减少 0.37 个百分点  

便利店 1,283,498,866.11  17.86  -14.59  减少 2.09 个百分点  

大卖场 12,225,483,699.99  21.08  -0.49  减少 0.58 个百分点  

专业专卖 572,734,163.24  36.29  -7.71  增加 0.81 个百分点  

其他 199,711,853.54  32.58  -18.92  减少 7.99 个百分点  

合计 27,156,522,753.58  23.22  -25.02  增加 3.58 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分地区情况 

地区 营业收入（元） 
营业利润率(毛

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利润率(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华东地区 25,726,164,527.13  23.47  -23.72  增加 3.39 个百分点  

华中地区 536,686,161.14  27.32  -63.23  增加 16.07 个百分点  

华北地区 62,535,535.02  34.04  -43.02  增加 1.54 个百分点  

华南地区 622,468,972.62  9.30  0.11  减少 1.52 个百分点  

华西地区 37,046,689.44  -18.24  -53.36  减少 31.63 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 171,620,868.23  28.73  -21.42  增加 0.05 个百分点  

合计 27,156,522,753.58  23.22  -25.02  增加 3.58 个百分点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