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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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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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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新世界

股票代码
600628

董事会秘书
王文华女士
（021）63871786
上海市南京西路2～88号新世界城
wendynw@vip.sina.com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证券事务代表
胡怡女士
（021）63871786
上海市南京西路2～88号新世界城
xsjhuy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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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6,430,397,769.00

6,570,532,317.50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15,212,991.60

4,311,936,431.58

0.0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873,566.47

-91,042,436.95

103.16

438,825,752.82

991,687,562.77

-55.75

195,078.09

74,297,028.64

-99.74

-23,365,979.19

28,787,582.58

-18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减少1.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100.00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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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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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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股份数量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20.73

134,074,446

无

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13.07

84,524,934

质押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其他

8.22

53,179,970

未知

沈国军

境内自然人

4.76

30,810,887

未知

浙江国俊有限公司

其他

3.86

24,979,670

未知

昝圣达

境内自然人

3.65

23,600,000

未知

朱照荣

境内自然人

3.17

20,530,200

未知

新东吴优胜－南京银行－新东吴优胜诚鼎 1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自然人

2.94

18,999,58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2.01

13,010,800

未知

黄凤祥

境内自然人

1.78

11,524,101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
上海新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司与昝圣
达、沈国军、浙江国俊有限公司、沈军燕、沈君升、鲁胜、沈莹乐为一致行
动人，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一号、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七号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
无法知晓其余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84,524,934

注： 2020 年 8 月 14 日，公司股东沈国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军燕、沈君升、鲁胜、沈莹乐、浙江国俊有限
公司与昝圣达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
动协议>之解除协议》
（以下简称“
《解除一致行动协议》”）
，其一致行动关系于《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生效之
日起终止。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的公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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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的演变叠加疫情影响，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继
续发展演变，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我国经济遭受重大挑战，国内经济恢复面临压力。今年上半年，面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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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风险挑战，全国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各地区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扎实推进，生产需求继续改善，就业物价总体平稳，积极变化累积增多，中国经济运行先降后升、稳
步复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5661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下降 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2256 亿元，同比下降 11.4%。尽管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使得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骤降，但进入 6 月份以来恢复势头十分明显。上半年的疫情影响给零售市场也带来了新的变革，不少消
费者慢慢习惯了线上购买商品，线下消费受到影响，线上零售迅速补位，线上与线下的融合将成为实体零售必
经的趋势。随着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创新，线上消费活力迸发，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线上新型消费，能更高效地
匹配供需双方，促进消费回补、潜力释放，起到助推经济、稳定就业等多重作用。当下，各项扩大消费的政策
正不断见效，线上线下消费更加活跃，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动能。
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上半年上海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经济运行呈现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上海市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 年上半年，上海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356.80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6%。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6946.76 亿元，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9.2 个百分点。网上商店零售额 1227.3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0%，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17.7%，同比提高 3.7 个百分点。
2020 年上半年，为进一步恢复消费市场，提升上海购物品牌影响力，公司积极响应上海市政府计划开展
“五五”购物节的号召，紧扣聚焦在线新经济，新消费等热点，线下全程打折季，线上云直播带货。先后与央
视直播、抖音直播、爱逛直播、喜马拉雅直播、拼多多直播、广播电台直播、新民直播等多平台合作，将新世
界线下的促销实景和盛况推介给全国的观众。同时，蔡同德作为区商务委对接企业，在疫情期间向瑞金医院卢
湾分院提供 17600 枚口罩等防疫用品，向一线医护人员、社区志愿者无偿捐赠了防疫物资和中药预防汤剂、饮
片等，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长足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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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22
号）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择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
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
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本公司百货商场以及医药行业销售中的零售业务，涉及联销业务，由本公司与供应商签订联销合同
书联合向顾客销售商品，原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在新收入准则下应按照净额法，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
扣除应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款后的净额确认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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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若海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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