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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80）

公佈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
及

更換公司秘書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

‧ 營業額達人民幣258.87億元，同比增長約為7.78%。集團同店銷售同比
增長約為5.64%，其中大型綜合超市業態上升6.86%，超級市場業態上升
5.46%，便利店業態上升4.37%。

‧ 毛利約為人民幣36.11億元，同比上升達15.14%，毛利率約為13.95%，同
比增長0.89個百分點。綜合收益保持穩步增長約為人民幣64.74億元，同比
增長11.83%，綜合收益率約為25.01%。

‧ 經營盈利達人民幣7.75億元，同比增長為19.74%，歸屬於本公司的股東應
佔盈利約為人民幣6.23億元，同比增長約為22.84%。業績良好表現主要得
益於公司堅持持續經營提升和有效啓動收購整合，每股基本盈利達人民幣
1.00元.

‧ 擁有門店達5,172家。回顧期內，本集團新開門店550家，其中大型綜合超
市新開11家，並有1家超級市場門店轉型為大型綜合超市，合計新增門店
12家；超級市場業態新開門店320家，其中直營門店新開21家，加盟門店
新開299家；便利店新開門店218家，其中直營門店新開65家，加盟門店新
開153家。

‧ 全年擬派發股息每股人民幣0.33元（含稅），其中中期已支付股息每股人民
幣0.15元，擬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8元。

‧ 經董事會批准，本公司擬增加總股本，新增加的股本將通過部份資本公積
金賬撥充資本的方式入賬列為繳足，具體轉增方案為：於記錄日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的股東，以其持有每10股股本的基準以資本公積獲轉增8股股
本。

註1： 綜合收益＝毛利＋其他收益＋其他收入

註2：綜合收益率＝（毛利＋其他收益＋其他收入）╱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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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 25,887,432 24,017,720
銷售成本 (22,276,482) (20,881,677)

毛利 3,610,950 3,136,043
其他收益 4 2,415,375 2,280,322
其他收入 5 447,440 372,517
分銷成本 (4,973,881) (4,558,202)
行政開支 (646,824) (560,117)
其他經營開支 (77,633) (16,667)
財務成本 – (6,323)

經營盈利 775,427 647,57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78,826 150,240

稅前盈利 954,253 797,813
稅項 6 (243,654) (208,430)

年度盈利、綜合全面收益 710,599 589,383

年度盈利、綜合全面收益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622,579 506,802
　非控制性權益 88,020 82,581

710,599 589,383

股息：
　－中期 7 93,300 74,640
　－期末 7 99,520 93,300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 8 RMB1.00 RMB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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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
二零一零年

於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882,638 3,031,153
　在建工程 220,730 86,921
　土地使用權 249,419 254,717
　無形資產 177,615 183,917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03,567 449,88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67,158 31,271
　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　 377,295 377,615
　定期存款
　　－受限制 293,000 –
　　－未受限制 1,200,000 480,000
　預付租金 108,193 138,481
　遞延稅項資產 120,739 104,661
　其他非流動資產 24,654 25,839

6,325,008 5,164,460

流動資產
　存貨 2,785,242 2,459,506
　應收賬款 9 117,370 74,302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598,851 487,723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 8,092 –
　應收聯營公司款 29 3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00,000 610,900
　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 45,777 97,873
　透過損益表反映公允價值變化的金融資產 204,089 1,874
　定期存款
　　－受限制 1,621,400 1,219,800
　　－未受限制 660,000 1,11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81,005 4,191,924

12,121,855 10,253,936

資產合計 18,446,863 15,41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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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於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已繳股本 622,000 622,000
　儲備 2,271,043 1,841,284

　本公司股東權益 2,893,043 2,463,284
　非控制性權益 329,047 464,790

權益合計 3,222,090 2,928,07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9,318 51,37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4,154,603 3,490,098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1,870,587 1,773,257
　應付子公司非控制性權益股利 203,569 –
　憑證債項 8,707,110 6,944,234
　遞延收益 21,260 30,388
　應付聯營公司款 5,399 4,791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 – 10,02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 105,172 93,696
　應付稅項 107,755 92,460

15,175,455 12,438,947

負債合計 15,224,773 12,490,322

權益和負債合計 18,446,863 15,418,396

流動負債淨額 (3,053,600) (2,185,0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71,408 2,97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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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帳目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主營業務

聯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主要業
務活動包括經營連鎖超級市場、大型綜合超市和便利店，主要經營地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的華東地區。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的經營資產均在中國境內。

本公司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註冊地址為中國上海市普陀區真光路1258
號7樓713室。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公司董事視上海友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該公司為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的公司。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百聯集團有限公司（「百聯集團」），該公司為
在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

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列示，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

2. 編制基礎

本綜合帳目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帳目依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制，除了如帳目中
披露的會計政策所述，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基本按公允價值列賬。

編制符合香港財務準則的帳目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算。這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
的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採納於二零一零年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
團現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的的綜合財務報表列報金額與披露事項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總經理為本集團首要經營決策者，向其報告的用作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的資料重點關注集
團三項根據商業性質和業務規模基礎而確認的主要業務。該基礎亦與集團內部組織架構相
吻合，管理層圍繞這三項主要業務組織管理集團。以下為集團的經營分部：

• 連鎖大型綜合超市業務

• 連鎖超級市場業務

• 連鎖便利店業務

•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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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業務分部之間並無進行重大買賣活動或其他交易。本集團之其他業務主要包括銷售商品
予批發商；提供批發業務所需的配送服務；以及網上銷售。

以下為回顧年度按經營分部分析之本集團收益（包括營業額及其他收益）及業績：

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大型綜合超市 16,055,573 14,414,598 330,820 243,857
超級市場 10,170,676 10,040,750 351,313 327,889
便利店 1,870,978 1,676,987 40,007 25,128
其他業務 205,580 165,707 102,741 99,890

28,302,807 26,298,042 824,881 696,764

分部業績與綜合稅前盈利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業績 824,881 696,764
利息收入 22,919 34,254
不可分配收入 47,779 18,279
不可分配開支 (120,152) (101,72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78,826 150,240

綜合稅前盈利 954,253 797,813

上述所報告的一切分部收益乃源自外部客戶。

所有本集團之收益及對分部業績乃歸因於中國客戶。

分部業績不包括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總部收支之分配（包括總部管理資金產生之利息收
入）。此乃向本集團總經理匯報用以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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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經營分部分析之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大型綜合超市 9,603,936 8,077,369
　－超級市場 5,636,381 4,539,038
　－便利店 314,422 333,052
　－其他業務 175,673 89,760

分部資產合計 15,730,412 13,039,219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503,567 449,885
其他未分配資產 2,212,884 1,929,292

資產合計 18,446,863 15,418,396

其他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總部集中管理的某些金融資產、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和遞延稅項資
產。

4.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本集團主要經營連鎖式超級市場、大型綜合超市及便利店。於本年度確認之收益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商品 25,887,432 24,017,720

其他收益
　從供應商取得之收入 1,815,567 1,727,035
　出租商鋪租金收入毛額 479,763 457,532
　從加盟店取得之加盟金收入 66,526 63,140
　因預付憑證於其他零售店使用而取得之傭金收入 53,519 32,615

2,415,375 2,28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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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因銀行存款而獲得的利息收入 194,195 208,758
政府補貼 48,118 20,324
透過損益表反映公允價值變化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價值變化 31,250 18,53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 31,991 16,735
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 26,307 4,188
搬遷或租金之補償 7,941 11,910
廢品及物料銷售收入 27,230 19,756
其他 80,408 72,307

合計 447,440 372,517

6. 稅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所得稅
　－當期稅項 261,789 230,959
　－遞延稅項 (18,135) (22,529)

243,654 208,430

由於本集團並無須繳交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盈利，故此本集團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企業所得稅法暫行條例的規
定，中國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執行25%的企業所得稅率。若干附屬公司按
15%至22%之優惠稅率繳稅（二零零九年：15%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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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除稅前盈利 954,253 797,813

以中國法定所得稅率25%計算
　稅項（二零零九年：25%) 238,563 25.0 199,453 25.0
聯營公司盈利之稅務影響 (44,707) (4.7) (37,560) (4.7)
在稅務方面不可扣減之支出
　之稅務影響 18,103 1.9 16,755 2.0
在稅務方面不應課稅之收入
　之稅務影響 (18,596) (1.9) (5,081) (0.6)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76,760 8.0 39,553 5.0
動用先前未確認之稅務虧損 (18,988) (2.0) (1,857) (0.2)
若干中國公司獲授稅項豁免
　或優惠稅率之影響 (7,481) (0.8) (2,833) (0.4)

年度稅項支出及有效稅率 243,654 25.5 208,430 26.1

7.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確認為被分配的股息如下:

二零一零年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5元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中期股息
　每股人民幣0.12元） 93,300 74,640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6元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
　每股人民幣0.15元） 99,520 93,300

192,820 167,940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8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16元），合計為人民幣111,960,000元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99,520,000元）。此項建議股息並未於本賬目內列作應付股息，但會
在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列作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保留盈利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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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盈利（人民幣千元） 622,579 506,802

股份數目
年內發行的普通股數目 622,000,000 622,000,000

9. 應收賬款

報告期末的應收賬款減呆賬撥備主要來自銷貨予加盟店及批發商，信貸期介乎30至60日，
其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105,198 59,958
31日至60日 1,196 14,082
61日至90日 3,254 176
91日至一年 7,722 86

117,370 74,302

10.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賬款主要源自信貸期介乎30至60天之商品採購，其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30日以內 2,343,656 2,982,348
31至60日 804,083 296,485
61至90日 370,184 104,145
91日至1年 636,680 107,120

4,154,603 3,49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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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環境

二零一零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人民幣397,98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
長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個百分點。中國經濟自國際金融危機強勁復蘇。經
濟增長以及各項鼓勵消費政策的延續和擴大是零售業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之一。全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人民幣154,554億元，比上年增長18.4%；扣除價格因素，
實際增長達14.8%。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二零一零年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
的貢獻率在92%左右。

二零一零年，消費者物價水平也較上年逐步恢復，上漲至3.3%。政府對於物價上
漲採取增加供給、調控需求、疏通生產流通、調控市場、控制貨幣等措施，使得
物價得以控制在一個合理、相對穩定的水平。

自二零一零年年初開始，全國各個地區的城市紛紛上調最低工資水平，以上海市
為例，最低工資水平漲幅達16.7%。勞動力價格上漲給企業經營費用增加帶來壓
力，但同時也預示着新的機遇：有望刺激國內消費、推動製造業讓步服務業、促
進產業鏈提升、加快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等。

在二零一零年召開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發佈的《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政
府確定了「十二五」期間（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
需的戰略重點。其發展的主要目標包括實現居民消費率上升，服務業比重和城鎮
化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長等。並且，該建議將擴大內需放在下
一步需要認真抓好的十項工作的首要位置。這意味着在下一個五年中，國家政策
將繼續成為零售業發展的動力：加強市場流通體系建設將為零售業提供更好的經
營環境；區域協調發展及城鎮化將為零售業提供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建立健全的
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將為零售業發展注入持久的動力。

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綜合收益增長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588,743.2萬元，較二零零九年約為
人民幣2,401,772.0萬元，增長約為7.78%，全年同店銷售較二零零九年增長約為
5.64%。營業額增長主要來源於可比門店和大型綜合超市業態、便利業態新增門
店的銷售增長。回顧期內，集團圍繞提升門店銷售業績、增強生鮮經營能力、優
化商品結構、供應鏈建設和創新營銷方式等目標展開一系列提升與強化工作，為
提升銷售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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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本集團毛利額約為人民幣361,095.0萬元，較二零零九年約為人民幣
313,604.3萬元，增長為15.14%，毛利率增長0.89個百分點約為13.95%。綜合收
益約為人民幣647,376.5萬元，較二零零九年約為人民幣578,888.2萬元，增長
11.83%，綜合收益率為25.01%，較去年同期提升0.91個百分點。綜合收益反映本
集團綜合性收入水平持續不斷的獲得提升，這主要來源於：(1)本集團啟動商品資
源區域化集中策略，進行聯合談判得以爭取更好的合同條款；(2)不斷提升招商區
域管理和經營水平，更合理規劃招商結構和營銷策劃帶動的租金收入增長；(3)會
員制度的的持續推廣相應增加佣金收入，同時，本集團積極利用充裕資金，採納
集中化現金管理策略，實現資金收益增長。

經營成本及淨利潤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497,388.1萬元，同比增長
9.12%，行政開支總額為人民幣64,682.4萬元，同比上升15.48%，整體費率為
21.7%，同比增長約0.4個百分點。經營成本的主要項目為租金、人工、水電費及
折舊和攤銷，成本的增加主要是受這些項目費用上升的影響，特別是二零一零年
初以來，各地政府對最低工資水平的上調使得人工成本繼續保持上漲態勢。對
此，本集團於內部大力推廣費用控制實踐，完善用工制度，合理控製成本。同
時，本集團通過不斷開拓收益源泉，提升綜合收益，以消化成本上漲，合理控制
費用率上升。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經營盈利約為人民幣77,542.7萬
元，較二零零九年增長19.74%，經營利潤率約為3%，同比提升0.3個百分點，創
本集團年度經營利潤率最高，預示本集團的主營業務獲健康、持續成長。

回顧期內，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收益錄得人民幣約為17,882.6萬元，同比增長
19.03%。上海聯家超市有限公司（「上海聯家」）於回顧期內無新開門店，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上海聯家門店總數為十九家，其中二零零八年集中
開設的門店逐步成熟，利潤增幅顯著。

回顧期內，本集團共錄得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盈利約為人民幣62,257.9萬元，較
二零零九年增長22.84%。二零一零年，本集團淨利潤率為2.40%，創年度淨利潤
率新高。每股基本盈利達人民幣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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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現金淨流入約為人民幣138,908.1萬元，期末現金及各項銀行
結餘約為人民幣935,540.5萬元，同比增長33.62%。伴隨企業規模規模的不斷擴
大，盈利能力的提升和會員儲值的穩定增長，帶來現金流持續改善，資金實力不
斷增強。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應付賬款週轉期約為61天，存
貨週轉期約為37天，本集團經營質量得到改善。

回顧年內，本集團並無運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風險。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並無在外發行任何套利保值金融工具。

各零售業務增長情況

大型綜合超市

回顧期內，本集團大型綜合超市業務錄得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457,859.6萬元，
同比增長約11.80%，佔本集團營業額約56.32%，毛利率增長0.84個百分點至
13.13%。同店銷售增長達6.86%。大型綜合超市業態營業額及同店銷售增幅均
高於集團平均水平，表現了強勁的增長動力。分部經營盈利為人民幣33,082.0萬
元，同比增加人民幣約為8,696.3萬元。經營利潤率約為2.27%，較二零零九年上
升0.4個百分點。大型綜合超市業態的成長持續推進了源頭採購、降低採購成本、
優化供貨商結構和提高商品表現力，使得綜合收益率及經營利潤率得以顯著提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毛利率(%) 13.13 12.29
綜合收益率(%) 24.46 23.82
經營利潤率(%) 2.27 1.87

超級市場

回顧期內，本集團超級市場業務錄得營業額約為人民幣941,490.3萬元，同比增長
約1.03%，佔本集團營業額約36.37%，同店銷售增長為5.46%。超級市場業態銷售
額增長微弱，主要是由於對現有門店的經營性梳理、市政動遷導致門店關閉，因
而直營門店總數下降所致。儘管銷售增長有限，但超級市場業態整合效果顯著，
收入指標依然持續提升，錄得毛利額約為人民幣138,541.0萬元，毛利率14.72%，
同比增長達1.11個百分點。綜合收益率為24.06%，同比二零零九年增長1.39個
百分點。分部經營盈利約為人民幣35,131.3萬元，同比增加約為人民幣2,342.4萬
元，同比增長約為7.14%，經營利潤率增至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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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毛利率(%) 14.72 13.61
綜合收益率(%) 24.06 22.67
經營利潤率(%) 3.73 3.52

便利店

回顧期內，便利業態營業額錄得人民幣約為174,672.9萬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
6.75%，同店銷售增長上升4.37%。本集團於2010年上海世博會園區內開設的7家
門店表現優異，同時積極繼續推進門店轉型，試點新型門店，並持續推進服務類
項目在店內的增設，打造複合型門店。綜合收益率上升0.79個百分點，經營利潤
約為4,000.7萬元，同比增長59.20%，經營利潤率為2.29%，同比提升0.67個百分
點。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毛利率(%) 16.54 15.27
綜合收益率(%) 24.91 24.12
經營利潤率(%) 2.29 1.62

資本構架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人民幣持有，本
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股東權益由人民幣246,328.4萬元增加至人民幣289,304.3萬
元，主要因為期間利潤增加人民幣62,257.9萬元，派發股息人民幣19,282.0萬元。

本集團已質押資產的詳情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質押任何資產。

外匯風險

本集團收支項目大多以人民幣計價。回顧年內，本集團並無因匯率波動而遇到任
何重大困難或自身的營運或流動資金因此受到影響。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協議或
購買金融工具，以對沖本集團的匯率風險。董事相信，本集團能夠滿足自身外匯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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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如下：

股份類別
已發行

股份數目 百分比

內資股 355,543,000 57.16
非上市外資股 59,457,000 9.56
H股 207,000,000 33.28

合計 622,000,000 100.00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經營回顧

整合與重組

二零一零年是本集團變革重組的重要一年。圍繞商品管理體系、超級市場業態整
合全面展開採購、物流配送、信息系統、財務結算與核算等方面的重組工作，並
已達成階段性目標。

首先，重組商品管理體系，本集團合併上海地區原先分屬於不同業態的商品採購
部門，完成商品資源區域集中的變革。商品管理體系的重組涉及各類商品及機構
代碼的梳理、合同對比、聯合談判、組織體系優化、流程優化和考核體系優化等
諸多細致縝密的工作。經過近半年的摸索和實踐，商品管理總部在進一步推進採
購資源集中及搭建營採協同體系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集團以聯合買斷、聯
合營銷、商品展示會等形式成功舉辦各種資源聯動活動。

第二，超級市場業態組織架構的合併。本集團以上海聯華超級市場發展有限公司
為載體，合併了聯華超級市場與華聯超級市場的直營與加盟系統。在組織架構重
組完成後，分步驟完成了合署辦公、管理制度一體化、營運區域重新劃分、管理
人員聘任和員工薪酬結構並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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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物流配送體系重組。回顧期內，為了實現對現有物流資源利用的最大化，
滿足大型綜合超市在上海地區集中配送的需求，本集團完成了聯華超級市場和華
聯超級市場配送中心的搬遷與合併。自此，聯華超級市場和華聯超級市場門店將
由一個配送中心（「桃浦物流配送中心」）統一配送。原聯華超級市場業態的配送中
心（「曹楊配送中心」）也於回顧期內啟動對上海、江蘇和安徽地區的大型綜合超市
業態配送的試運行。

第四，圍繞超級市場業態重組和物流重組，集團完成財務結算與核算體系的合
併，實現財務結算與核算體系與業務系統、商品管理系統的接軌。本集團按照
「精細高效」和「集約化管理」的要求，推進統一結算系統方案的實施。

第五，回顧期內，圍繞集團的整合重組，信息系統建設進行優化提升包括：統
一結算、合同信息平台在總部及各業態的上線，以完善資金管理；完成「主檔管
理」、「商品合同管理」、「營銷管理」等核心模塊在總部業務管理系統上線，以配
合商流的整合；配合超級市場業態整合，為合併後的超級市場業態建立標準化的
地區總部業務管理系統，並精簡門店系統，降低運行和維護成本；建立統一的供
應鏈服務平台，實現供應商的單點登錄，通過提升與供應商之間的業務流程對接
和信息交互的效率，實現本集團整體供應鏈效率的提升。

上述「五大重組」的展開，基本確立了本集團「集中區域資源，共享全國資源」的
業務模式。這一模式將對本集團下一階段「區域佔優，全國領先」的經營戰略給予
有力的支持。

網點發展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堅持有質量的集中化發展策略，以穩健的步伐在長江三角
洲地區和其他已進入市場發展及儲備新門店。回顧期內，新開門店550家，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累計網點數達5,172家，其中86%位於華東地區。

回顧期內，大型綜合超市業態新開門店11家並轉型1家超級市場門店為大型綜合超
市，合計新增門店12家。新開門店分別位於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
河南省鄭州市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本集團積極尋求大型綜合超市在具有市
場主導地位的上海市和杭州市的深度發展，依托百聯集團有限公司（「百聯集團」）
的郊區購物中心市場拓展計劃進入近郊市場。同時，在已進入的江蘇省、安徽
省、河南省鄭州市、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等市場，積極尋求拓展網絡規模的機
遇，關注與大型購物中心、城市綜合體的強強合作，打造更具優勢的區域市場地
位。

回顧期內，超級市場業態新開門店共320家，其中直營門店21家，加盟門店299
家。超級市場直營門店積極尋找發展中心城區綜合超市、高端超市的市場機遇，
在上海市、杭州市均新開中、高端超級市場門店。聯華超級市場和華聯超級市場
合併後，為超級市場加盟店的發展開拓了新的機遇，使該業務得以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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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便利業態新開門店共218家，其中直營門店65家，加盟門店153家，在
上海、北京、杭州、寧波和大連等城市保持穩健的網絡擴張。回顧期內，便利業
態於上海世博會園區內的7家門店表現優異，取得了良好的銷售業績，塑造了良好
的形象，更為重要的是為今後便利業態探索專賣店及在大客流地區的運營模式等
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目前隨着中國館的繼續開放，聯華快客因其在世博會期間優
異的表現，將繼續保留兩家門店，為參觀中國館的觀眾提供服務。

大型綜合超市 超級市場 便利店 合計

直營 143 678 934 1,755
加盟 – 2,336 1,081 3,417
合計 143 3,014 2,015 5,172

註：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優化供應鏈建設，提高核心競爭優勢

回顧期內，本集團圍繞提升門店績效、優化供應商結構、增強生鮮經營能力和優
化商品結構等目標展開一系列提升與強化工作，為擴銷增盈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
用。

回顧期內，本集團充分利用全國性採購供應鏈，加大對差異化、地區化特色商品
的採購，並在浙江、四川、湖北等多個省市進行直接採購，引進特色新品700余
種。本集團依托商品採購部門整合後的規模優勢和商品議價能力，加大對商品買
斷，獲得更好的定價優勢。同時，本集團對自有品牌的開發加強了與業態門店的
溝通，推出自有品牌商品樣板店，並進行強勢商品驚爆促銷，取得顯著效果，相
關商品的銷售提升迅速。

本集團加快生鮮基地建設，增強門店生鮮經營能力，全力打造生鮮供應鏈。回顧
期內，本集團加強農超對接，積極拓展蔬果基地採購源頭。目前，對接的生鮮基
地已達210個，採購區域已遍及上海郊縣、山東省、江蘇省、新疆維吾尔自治區、
四川省等近十六個地區。基地採購的生鮮、水果蔬菜等產品的銷售較去年同比增
長達37.5%。同時，為了提高門店生鮮商品的性價比和競爭力，生鮮加工中心的
考核從原來的以利潤為中心改為以成本為中心，打造「中央廚房」的功能。無論是
配送金額、加工商品品種以及商品更新率都實現較好的增長，節日商品銷售顯著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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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加快推進營採協同體系的構建。營採協同體系的優化目標在於建立門店營
運與採購間順暢、及時的溝通，通過建立營採例會制度，使得商品管理部門和營
運部門可以共同探討提升銷售的機會點，並根據會議討論結果明確各自的責任，
配合推進各項業務工作。同時，制定採購人員巡店制度，督促採購人員協助門店
解決商品在營運中的問題，提高對門店的服務質量。回顧期內，隨着商品部重組
結束，原來分散的商品採購合同將按照區域逐漸統一，這對營採協同將產生積極
的作用，避免了原來多種標準帶來的營採矛盾。

本集團深化品類管理項目。商品管理總部合併後，本集團通過對原先分屬於不同
採購部門的同一商品合同的比對，爭取到了更好的交易條件；同時對原各商品部
門商品品類進行分析，進行商品結構梳理和單品更新，優化商品結構。本集團加
強了對常規品類的分析，跟踪每月全國TOP銷售佔比品類及TOP增幅品類，提煉
反饋歷史數據，挖掘市場變化趨勢，做好銷售提醒工作；同時對重點商品經營工
作建立分析跟踪機制，分析重點區域必備商品銷售，不斷優化調整經營策略。

優化營促銷管理，擴大品牌影響力

市場營銷歷來是拉動銷售，擴大品牌影響力的重要途徑和手段。聯華超級市場和
華聯超級市場完成組織架構的合併後，本集團立即集合商品資源開展了聯合營
銷，從甄選商品到價格談判再到零售定價，都充分體現差異化經營優勢，既取得
了很好的宣傳效果，又帶動了銷售增長。

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總結過往成功的營銷經驗，以全國統一營銷、地區特色營
銷及門店補充性營銷等多層次營銷方式，充分抓住傳統和新興節假日舉辦各類營
銷活動。各具特色的營銷活動如全國性的「瑞虎迎春、新年送好禮」和地區性「激
情迎世博酷棒抵扣大行動」、「鄉鎮來購物增交通費」都極好的提升了消費者購物
興趣，帶來銷售的增長。

為在激烈競爭中保持對消費者的吸引力，本集團門店也積極創新營銷方式，從賣
場主題營銷活動和主通道營銷活動入手，不斷翻新主通道促銷，每季度推出形式
活潑的大型主題營銷活動，與店內其他各類促銷相互呼應，不斷吸引着顧客的注
意力。

深化強店工作，提高門店綜合績效

強店戰略作為本集團持續性的工作，每年的重點都會根據市場和企業的情況而進
行調整。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在加大區域資源集中的改革力度同時也積極推進門
店經營模式的轉型。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將打造旗艦店、樣板店和培育店作為強
店戰略的重點，圍繞強經營、強管理、強服務、強團隊和強協同，全方位提升門
店經營能力。



19

創新業態發展，培育新的盈利增長點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推進會員體系的建設，通過推廣通積通兌的積分回饋活
動，以及多渠道拓展聯盟商戶等方法，為消費者提供便利及回饋，提升OK卡會
員的忠誠度，會員人數穩定保持在600萬以上。同時，本集團積極推廣網站購物
系統，為消費者提供多樣化的商品和各類服務，積極抓住日益龐大的網絡購物群
體。回顧期內，本集團浙江地區的購物網站正式上線，網站的商品數達到9000余
種，有獨立的商品營銷活動，在支付方面，已經實現了在線銀行卡支付和貨到付
款刷信用卡、刷會員電子消費卡以及現金等多種支付形式，確保顧客的購物便利
性。截至二零一零年底，已實現消費35293筆，平均客單價達166.25元。

回顧期內，便利業態在北京地區試點了新一代快客門店，增強了現場即食功能，
同時在繼續加大服務類項目在便利業態的整體推進。超級市場在轉型的同時，試
點「快捷店」模式，這是一種鑑於便利店和超級市場之間的新型業務模式，試點至
今的業績令人滿意。大型綜合超市繼續深化賣場功能的配置，增強百貨經營能力。

抓住世博商機，全面提升市場形象與經營能力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積極把握上海世博會帶來的巨大商機，加大員工培訓力度，
堅持門店運行規範，持續優化商品結構，充分保證物流支撐。世博園內的七家快
客便利門店優異地完成了服務世博的任務，也獲得了豐厚的銷售收入，提升了市
場形象。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上海世博會結束，本集團實體門店及網絡商城的
世博特許商品、世博門票銷售業績顯赫。世博會結束之後，本集團對在此期間為
世博付出辛勞的員工做出嘉獎。世博會給本集團帶來的不僅是六個月客流和銷
售，更為重要的是，集團成功的實踐了在大客流、高強度的環境下組織商品、保
證供應，提升了經營能力和服務水平，也探索了便利業態開設特許專賣店的寶貴
經驗。

人力資源管理

回顧期內，本集團人力資源管理配合重組和整合要求，針對企業重組整合過程中
的組織架構優化，部門職責進行了深入分析和調研，制定了員工關係整合計劃、
薪酬福利整合計劃和員工激勵計劃。同時，本集團通過改革薪酬制度，加大激勵
力度，完備管理信息如編製《商品管理總部組織架構圖》、《職位分布圖》、《各崗
位職責說明書》、《定崗定編表》等，為整合與重組提供可靠的人力資源管理信息
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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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本集團員工培訓中心分別為基層管理人員、中層管理人員、新晉員工
制定專項的培訓模塊，着力提升能力素質的短板，讓培訓更具針對性。同時，集
團加強培訓效果的跟踪和評估，強化能力素質達標考核，力求讓培訓真正產生實
效。此外，本集團舉辦各類專題培訓班，如聯合上海連鎖經營協會共同舉辦《連
鎖經營致勝關鍵之金牌督導培訓班》，旨在提高門店一線管理人員的經營管理水
平。這樣的培訓非常貼合實際，能有效的提升業務水平。

完善考核激勵體系，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完善績效管理體
系，採用財務指標和管理評估相結合的綜合評估方式對門店店長進行績效考核，
並開展對店長勝任能力的評估。隨着業績的不斷成長，更多門店得以享受利潤分
成，分享企業成長果實。針對生鮮經營的特點，本集團在門店內制定生鮮自營承
包激勵機制，實行生鮮加工崗位津貼激勵，對生鮮自營採取毛利額分成，實施店
長、處長生鮮考核，提高了員工工作積極性，也帶來了生鮮部門銷售額和毛利額
的增長。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回顧期內，本公司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僱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59,566名員工，回顧期內增加2,870
名，總開支約為人民幣201,413.8萬元。

未來策略

二零一一年是國家「十二五計劃」（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的開局之年，預計
政府將在穩定物價、房價、提高員工收入、創新發展、升級產業結構等方面繼續
出台各項政策。在中國經濟積極轉型的時期，本集團相信零售行業將發揮基礎作
用，零售業的整合重組將會加劇，零售技術的提升和優化將會成為各企業業績表
現的關鍵。此外，商品從產地到門店到顧客的中間環節將會繼續縮短，零售商將
會通過零供合作和顧客忠誠度計劃加強對源頭的控制。因此抓住良好的市場機
遇，加快發展，深化整合、優化提升、創新轉型將成為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的總體
工作方針。

二零一一年也是本集團成立二十週年慶，本集團已經明確了下一步的發展戰略，
即以「區域領先和全國佔優」為指導思想，繼續鞏固和擴大目前已經形成的區域優
勢，同時繼續增加強勢區域覆蓋，整體上確保本集團在中國零售市場佔優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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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發展」是本集團在確保發展質量的前提下，適當加快大型綜合超市的發展
速度，二零一一年計劃開設15家大型綜合超市。超級市場業態要深化現有門店轉
型，尤其要在生鮮食品經營上謀求重大突破。便利業態也將適當加快發展速度，
鞏固在已進入城市的市場地位。同時，集團特別重視新開門店培育機制的完善；
擇機購置網點物業，確保現有優質網點的穩定性，以及獲取潛在優質網點。

本集團在「加快發展」的同時，仍然會高度重視行業併購。考慮到目前行業併購的
特點，本集團將會積極聯手控股股東，通過各種有效合理手段，尋找合適併購對
象。

「深化整合」是在二零一零年重組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各項整合工作。首先，
全面實現超級市場業態信息管理系統在總部、區域和門店的三統一，完成業態整
合。第二，深化商品體系的重組，繼續深化合同談判和營採聯動，改進業務流程
和考核體系。第三，整合提升綜合供應商管理平台，更廣泛拓展應用「B-B」功
能，提高供應鏈的管理水平。第四，進一步推進物流體系三個項目：「兩庫合一」
即優化現有桃浦配送中心對超級市場的配送業務，提高要貨滿足率；「曹庫項目」
即充分利用曹楊配送中心加快對上海、江蘇省和安徽省地區大型綜合超市門店集
中配送業務；「江橋項目」即完成江橋配送中心的規劃和設計，啟動建設工作。第
五，提升信息系統使用效率，簡化系統應用、增強系統對業務的分析功能。

「優化提升」即繼續圍繞提升專業化管理水平，推進各項優化提升項目。進一步推
進強店戰略，提升門店競爭能力，打造旗艦店、樣板店。進一步提高生鮮經營水
平，完善生鮮經營評估體系，建立總部、業態區域公司及門店三級生鮮經營運過
程監控體系，深化生鮮基地建設。圍繞優化財務管理加強財務服務、提升招商管
理水平、大宗商品買斷經營水平，加強人力資源培養及薪酬體系優化等展開一系
列全面的優化提升工作。

「創新轉型」將圍繞本集團二十週年慶，總結和提煉本集團在過去二十年內在十
個方面的創新項目，以此為契機，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將重點在20週年系列營銷創
新、業態轉型和創新、電子商務、會員數據標準、激勵機制五個方面取得明顯進
展。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股份上
市以來直至本公告日期止，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
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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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末期股
息每股人民幣0.18元（含稅）。

本公司H股股東的登記過戶手續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一）至六月二十
八日（星期二）（首尾2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末期股息將向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
十七日（星期五）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所有本公司H股股東發放。欲獲派末期股
利的H股股東最遲應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股
票及轉讓文件送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香港中
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所派股利將以人民幣計值和宣佈，以人民幣向內資股股東發放，以相關外幣向非
上市外資股股東發放，以港幣向H股股東發放。以港幣發放的股利計算之匯率以
宣派股利日之前一個公曆星期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基準匯率
為準。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
例，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時，有義務
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
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
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故此，其應得之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
得稅。

請廣大投資者認真閱以上內容，如需更改股東身份，請向代理人或信託機構查詢
相關手續。本公司無義務亦不會承擔確定股東身份的責任，而且將嚴格依法並嚴
格按照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H股股東名冊代扣代繳企業所得
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不准而提出的任何要求，將不予受
理。

轉增股本

本公司之董事會建議增加本公司之股本，新增加的股本將通過部份資本公積金賬
撥充資本的方式入賬列為繳足，具體轉增方案為：於記錄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的股東，以其持有每10股股本的基準以資本公積獲轉增8股（「轉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將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刊發公佈，宣告有關
轉增股本方案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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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全年業績，並
確認該等業績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法律和法規編製，且已作出適當披露。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全體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向所有董事
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有董事於回顧期內全面遵守證券交易標準守
則所載之條文。

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之董事會欣然確認，除下文所述有關董事輪流退任事項以外，本公司於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內符合上市規則的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常規守則」）。概無董事知悉有任何數據合理地顯示，除下述者外，本公司
於現時或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內任何時候存在不符合常規守則的
情況。有關偏離事項如下：

常規守則條文A4.2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制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
每三年一次。根據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董事由股東大會任免，任期不超過三
年，且可連選連任。本公司考慮到本公司經營管理決策實施的連續性，故章程內
暫無明確規定董事輪流退任機制，故對上述常規守則條文有所偏離。

更換公司秘書

董事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召開董事會會議（「會議」）。會議的舉行符合中國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董事會宣布，鑑於聯交所已於早前同意徐苓苓女士（「徐女士」）具備獨力擔任公司
秘書的資格，徐苓苓女士於會議上獲選為本公司公司秘書，並由會議結束之時起
生效。有見及此，莫仲堃先生亦辭任本公司聯席秘書之職，自二零一一年三月九
日生效，且徐女士亦自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起不再擔任本公司聯席秘書之職。

承董事會命
聯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馬新生

上海，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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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華國平，良威，徐苓苓，蔡蘭英及湯琪

非執行董事：馬新生，徐波，三須和泰及王德雄

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國明，張暉明及夏大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