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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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65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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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百联股份”）

拟向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珠海沐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净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15.03元/股，发行总额不超过40

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39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43

次会议及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

者利益，公司就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填补

回报的措施。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上半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

0.68元/股、0.60元/股、0.61元/股和0.64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0.10%、8.22%、7.24%和6.72%。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264,599,841股测算，本次

非公开发行后，发行人发行在外股份数将由目前的1,722,495,752股增加至

1,987,095,593股，净资产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39.77亿元（未考虑发行费用），

发行人的股本和净资产都将比目前情况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购买百联集团持有的百联中环49%的股权及崇明

购物中心51%的股权，投资南京百联奥特莱斯广场项目、投资百联川沙购物中心

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幅较大的情况，购买资产、新

投资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实现效益需要一定的见效期，短期内发行人盈利规模及

其增长主要依赖现有业务，发行人存在利润增长幅度小于净资产和股本的增长幅

度，从而存在发行人当期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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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公司未来的

财务费用，同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各项经营

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支持，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在一定程序上抵消公司

股本及净资产增加对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1、发行人 2015 年 5 月 19 日公告《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及填补措施》中原测试情况 

（1）主要假设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分析的主要假设如下： 

1）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为人民币15.28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本

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量）的

90%。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976,935,659.86元，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

260,270,657股。 

2）假设本次发行方案于2015年9月实施完毕。 

3）本公司2014年年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04,638.21万元，假设本公司2015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2014年

保持一致，即104,638.21万元。该假设分析并不构成本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

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本公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 

假设百联集团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标的公司上海百联中环购物

广场有限公司以及百联集团上海崇明新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即“崇明购物中心”）

2015年度的盈利水平与2014年度保持一致。 

4）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本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

务费用、投资收益）等方面的影响。 

5）在预测本次发行完成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时，不考虑除募集

资金、净利润和利润分配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6）假设本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15年6月份实施完毕。 

（2）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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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指标的变化如下： 

指标 发行前 发行后 变动幅度 

总股本（亿股） 17.22 19.83 1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亿元） 10.46 10.53 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1 0.59 -3.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0.61 0.53 -12.97% 

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亿元） 165.87 202.99 22.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3% 6.11% -4.86% 

基本每股净资产（元/股） 9.63 10.24 6.31% 

注：1、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前总股本；发行

后基本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前总股本+新增净资产次月

起至2015年12月31日的累计月数/12*本次新增发行股份数）； 

2、发行前稀释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前总股本；发行后稀

释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前总股本+本次新增发行股份数）； 

3、发行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7.24%为本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发行后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2015年12月31日的累计月数/12*本次新增净资产额+当期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014年度利润分配计划实施次月起至2015年12月31日的累计月数

/12*2014年度利润分配额）； 

4、发行前基本每股净资产=发行前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发行前总股本；

发行后基本每股净资产=发行后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发行后总股本。 

2、目前新情况下的更新测试 

上述测试公告后，发行人于2015年7月30日完成2014年度股利分配的实施，

发行人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因此进行了相应调整，此外，2015年度半年度报告显

示，发行人2015年上半年每股收益同比增长49.45%，增幅较大，故根据最新情况

重新对发行当年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了新的测试，并增加了三种情景假设

下进行对比； 

（1）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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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于2015年11月末实施完成，该完成时间仅用于计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并

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2）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15.03元/股。 

3）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按照397,693.57万元，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发行数量上限调整为26,459.99万股，不考虑发行费用。 

4）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没有发

生重大变化。 

5）发行人2015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幅为49.45%，

根据目前情况，按照发行人2015年经营业绩分如下三种情形进行测算 

假设情形一：2015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一年度相同； 

假设情形二：2015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10%； 

假设情形三：2015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50%； 

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不构成盈利预测，不代表公司对2015年盈利情况的承诺，亦不代表公司2015

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

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测算本次发行当年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发行人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当年每股收益与净资产收

益率等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出现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

前（2014 年度

/2014.12.31） 

2015 年度/2015.12.31 

不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172,249.58 172,249.58 198,709.57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397,693.57 

2015 年现金分红情况 2015 年 7 月完成 2014 年度现金分红 43,062.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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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本次发行完成时间 2015 年 11 月末 

情形一：假设 2015 年净利润与 2014 年保持不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万元） 
104,638.21 104,638.21 104,638.21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万元） 
1,597,167.43 1,658,743.25 2,056,436.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61  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4% 6.41% 6.29% 

情形二：假设 2015 年净利润较 2014 年增长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万元） 
104,638.21 115,102.03 115,102.03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万元） 
1,597,167.43 1,669,207.07 2,066,90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67  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4% 7.03% 6.89% 

情形三：假设 2015 年净利润较 2014 年增长 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万元） 
104,638.21 156,957.32 156,957.32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万元） 
1,597,167.43 1,711,062.36 2,108,755.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91  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4% 9.47% 9.28% 

注：在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仅考虑当年实现净利润、现金分红及本次发行人募

集资金对发行人净资产的影响，未考虑其他影响净资产变化的其他因素及其变动时间的影响。 

根据上述情形测试，在其他假设条件既定的情况下，2015 年发行人业绩与

2014 年业绩相同的情形下，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在发行人 2015 年业绩与 2014 年相比增长 10%的情况

下，发行当年发行人的每股收益增长，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在发行人

2015 年业绩与 2014 年相比增长 50%的情况下，发行当年发行人每股收益和净资

产收益率均实现增长。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根据上述情形测试，在其他假设条件既定的情况下，2015 年发行人业绩与

2014 年业绩相同的情形下，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在发行人 2015 年业绩与 2014 年相比增长 10%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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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行当年发行人的每股收益增长，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在发行人

2015 年业绩与 2014 年相比增长 50%的情况下，发行当年发行人每股收益和净资

产收益率均实现增长。由于本次发行假设在 2015 年 11 月末完成，净资产增幅较

股份数的增幅更大，故在既定业绩增幅的前提下，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降

幅度要高于每股收益的下降幅度。 

虽然公司在业绩增幅较大的情况下，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可能

不下滑甚至增长，但是鉴于业绩增幅的不确定性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断变化的风

险，公司对即期回报做出了如下的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总股本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

有者权益将增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购买百联集团持有的百联中环49%的

股权及崇明购物中心51%的股权，投资南京百联奥特莱斯广场项目、投资百联川

沙购物中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幅较大的情况，购

买资产、新投资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实现效益需要一定的见效期，短期内发行人

盈利规模及其增长主要依赖现有业务，发行人存在利润增长幅度小于净资产和股

本的增长幅度，从而存在发行人当期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下滑的风险。 

三、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将采取措施，以加快公司主营业务

发展，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等措施，提升资产质量，实现可

持续发展，以填补股东回报。具体措施如下： 

（一）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监管，保证募集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

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

存储、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和监管银行对募集资金使

用的检查和监督、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二）加快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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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

证，募投项目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及本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通过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扩大经营规模和市场

占有率，巩固公司在商业零售领域的综合竞争实力，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行业地

位，有利于公司经济效益持续增长。 

（三）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将持续推进各零售业态的发展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公司各业务单元下

的经营模式，夯实优势主业的同时，积极开拓和探索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兴

业态。此外，公司将利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契机，借鉴战略投资者的经验及技术，

加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全面预算管理，

加强投资管理，全面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四）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2013】43号）等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的精神，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4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前述《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将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在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0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