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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负责人谢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洋声明：保
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11,923,7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昆百大 A

股票代码

000560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文彬

解萍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东风西路 1 号昆百大 C 座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

0871--65626688

0871--65626688

电话

0871--65626688

0871--65626688

电子信箱

wenbin@kunbuy.com

xieping@kunbu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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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的发起人昆明百货大楼创建于1959年，是建国后国家投资兴建的第一批大型
商业零售企业，也是云南省首批上市的商业零售企业。经过近59年的发展，公司成为涵
盖商业零售、电子商务、商业物业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旅游服务的综合性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商业零售业，同时涉及房地产业、酒店旅游服务业和物业管
理。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
项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实施完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了北京我爱我家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爱我家”
）84.44%的股权，上述股权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过户至公司名下，我爱我家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进入
房地产综合服务行业新领域，新增了存量房经纪业务、新房业务、长租房业务和不动产
资管业务等，从业务组合和资源配置上为公司“打造城市综合服务提供商”的战略构想
奠定了基础。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商业零售业务
商业零售业为本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商业经营管理面
积近 40 万平方米，自持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其中昆明百货大楼新纪元店、百大新天地、
百大新西南位于昆明市核心商业地段，百大新都会位居呈贡新区的核心地段。本公司购
买了 20 年经营权的大理泰业商业项目昆百大泰业城地处大理主城区核心商圈。
公司商业零售业务主要分为百货业态、购物中心业态、家电连锁、儿童主题商场连
锁、超市业态等五大业态经营。其中，百货和购物中心业态主要基于各商场的经营定位，
根据商场整体布局，在对商品品类做好空间规划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品牌供应商进行招
商进店，由各品牌供应商以专柜形式独立行使商品的进销存等日常销售管理决策权，公
司主要负责商场的整体运营管理。百货业态是从品牌商品的销售额中提取一定扣率作为
公司的收益来源。购物中心则采取租赁模式，通过租赁商场店铺，获取租金收入形式开
展商场物业经营管理。目前，公司百货业态和购物中心业态的人流量及经营效果持续稳
定，储备了较多的优质品牌，昆百大新纪元店多年来业绩位居云南百货单店前三名。昆
百大家电、家有宝贝及昆百大超市则采取连锁经营的模式，目前，公司家电业态在做强
高端精品特色，确保单店全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实施连锁化经营，通过完善批发
渠道建设，扩大批发业务网络实现了对全省的销售覆盖，零售市场份额占比较高，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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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域的优势较明显。“家有宝贝”儿童主题商场定位为“伴随儿童成长全阶段服务专
家”，通过品牌化和连锁化运作，已成为区域性的知名品牌。
（2）房地产开发业务
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是商业物业和住宅商品房的开发。开发项目主要集中在昆
明市。目前没有新开发项目，在售项目主要有百大国际派（百大悦尚西城，为商业物业
开发）、野鸭湖山水假日城（商品住宅开发）。该两项目已进入项目后期现房销售阶段。
2017 年 4 月，继 2016 年 11 月荣获“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后，公司开发建设的百大国
际派项目再次获得“云南省优质工程二等奖”
。
（3）酒店旅游服务业务
公司酒店业务主要负责运营昆百大新纪元大酒店，位于昆明市中心，附近历史文化
元素丰富，周边商家、企业和政府机构云集。作为“体现昆明历史文化内涵”的四星级
涉外商务旅游酒店，新纪元大酒店凭借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口碑和品牌形象，多年来保
持营业收入、入住率及利润等关键衡量指标在昆明市同星级酒店中均名列前茅。2017
年，新纪元大酒店荣获“中国饭店品质榜”第二榜暨单体酒店“尊爵榜”称号，并荣获
2017 携程旅行口碑榜“最佳酒店餐饮奖”。
（4）物业管理业务
公司物业管理业务主要负责公司商场物业管理，包括管理百大新西南、百大新天地、
百大新都会、昆明百货大楼新纪元店、百大国际派和新纪元酒店公寓等多个物业。通过
深入思考物业管理服务增值方式，不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商业物业价值。
2.报告期末公司新增的主要业务
随着我爱我家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
新增了存量房经纪业务、新房业务、长租房业务、不动产资管业务和房产服务类电商业
务。
我爱我家成立于 1994 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房地产中介服务连锁企业之一，
依托旗下“我爱我家”、“相寓”、“伟业顾问”及“汇金行”等多个专业业务品牌。“我
爱我家”品牌于 2016 年和 2017 年连续两年被工信部下属的中国企业品牌研究中心评为
中国房产中介服务行业 C-BPI 品牌力第一名，并连续五年位列前三名；2017 年，我爱我
家荣获由网易新闻颁发的“2017 年度品牌影响力”奖、由和讯网颁发的“2017 年度第
十一届中国财经风云榜优秀地产服务商”称号和由第七届中国公益节颁发的“2017 年度
责任品牌奖”等奖项。根据中国房地产 TOP10 研究组的研究，我爱我家旗下品牌“伟业
顾问”在中国房地产策划代理百强企业中始终位于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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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手房经纪业务
公司经纪业务包括房产交易中介和房屋租赁中介服务，为业主和购房人提供信息，
协助交易双方进行看房、签约等服务的二手房买卖及为业主和租房人提供信息，协助看
房、签约、并在租赁期内提供沟通协调等服务的二手房租赁。该类业务以线下门店为核
心发展，目前业务已涉及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在内 15 个主要一、
二线城市，拥有 3,300 多家门店（含 448 家加盟店）。
（2）新房代理业务
公司新房业务包括为开发商提供包括销售前台服务、销售后台事务管理等代理服务
的代理销售服务；作为开发商的分销渠道，为其带来客源，向开发商收取佣金的分销业
务；为开发商提供项目策划、营销方案等服务，收取服务费的顾问策划业务。公司代理
销售业务的运营品牌为“伟业顾问”、分销业务的运营品牌为“我爱我家”、整合营销的
运营品牌为“汇金行”。
（3）长租房及配套的住宅资产管理业务
公司住宅资产管理业务分为分散式公寓管理（相寓 Home）和整栋式公寓管理（相寓
Park）两种模式。分散式资管通过接受业主委托处理房屋出租事宜，包括受托房屋修整、
撮合实现房屋出租、定期代收及转付租金、后期物业管理等；整栋式资管通过标的公司
承租整栋公寓，装修后对外出租、收取租金，同时向承租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资产管
理业务运营主体为北京爱家营及其子公司；截至目前拥用 27 万套 55 万间在管房屋套数。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1,318,536,288.07 1,916,603,168.71

-31.20%

1,338,484,248.
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2,890,641.65

79,165,752.17

-7.93%

30,827,45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909,490.66

21,276,778.30

176.87%

58,909,49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0,590.90

132,500,455.54

4

-99.58% -25,352,4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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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3

0.0676

-7.84%

0.0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3

0.0676

-7.84%

0.0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

2.12%

-0.20%

1.09%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17,132,164,857.3
6,686,798,977.06
2

156.21%

6,096,353,683.
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7,775,804,894.27 3,765,304,827.48
产

106.51%

3,745,019,647.
66

总资产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37,469,156.05

295,642,750.42

304,326,811.74

381,097,56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505,086.39

10,982,239.57

20,740,636.22

26,662,67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65,360.30

9,144,347.12

7,530,454.82

27,169,32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168,907.42

41,232,288.47

49,139,261.39

-78,652,051.5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7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9,866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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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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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天津东银玉衡企业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人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和兆玖盛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昆明汉鼎世纪企业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宁波子衿和达投资管理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心（有限合伙）

13.92% 226,289,043

226,289,043

质押

216,289,043

8.99% 146,171,694

146,171,694

7.12% 115,658,844

115,658,844

质押

115,102,396

6.96% 113,144,522

113,144,522

质押

113,020,000

6.19% 100,572,908

100,572,908

质押

100,572,908

质押

100,000,000

谢勇

境内自然人

6.15% 100,000,000

75,000,000

刘田

境内自然人

3.49%

56,801,950

56,801,950

3.40%

55,315,099

55,315,099

3.09%

50,286,454

50,286,454

质押

50,286,454

2.94%

47,772,131

47,772,131

质押

47,772,130

桐庐岩泰投资管理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宁波玖璨投资管理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西藏盛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0

上述股东中，谢勇先生和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
致行动人，谢勇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控制的西藏太和
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和兆玖盛投资
有限公司、昆明汉鼎世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均
为何道峰先生所控制。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谢

勇

90%

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2%

17.45%
22.97%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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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商业零售业，同时涉及房地产业、酒店旅游服务业和物业
管理。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
从事零售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
项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实施完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了北京我爱我家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84.44%的股权，上述股权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过户至公司名下，我
爱我家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进入房地产综合服务行业新领域，
新增了存量房经纪业务、新房业务、长租房业务和不动产资管业务等，从业务组合和资源
配置上为公司“打造城市综合服务提供商”的战略构想奠定了基础。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我爱我家的合并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公司仅将我爱我家 2017 年末的资产负债表纳入合并范围，而其 2017 年度利润表未纳
入合并范围，因此，公司 2017 年度房地产业务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比例均未达到 30％。但由于公司涉及房地产业务，所以本报
告同时也参照执行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
务》的披露要求。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1,853.63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30,286.43 万元）
，
较去年同期减少 31.20%；营业利润 9,599.20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13.85%；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89.06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7.9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90.95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76.87%。报告期末，公司
总资产 1,713,216.4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56.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7,580.4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6.51%。公司报告期重点工作情况如下：
鉴于我爱我家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下述报告期公司
重点工作中未含我爱我家的具体业务工作内容。
2017 年，公司在打造“城市居民综合服务提供商”的发展战略指导下，积极研究并
顺应市场发展情况，一方面依托公司 59 年经营沉淀下来的良好商誉，及“昆百大”品
牌的影响力和良好的业务基础，深挖潜力提质增效；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转型升级的发展
突破口，加快推动并实施公司与我爱我家的重大资产重组，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进行
产业并购融合，促使公司业务向轻资产转型，进一步清晰围绕城市居民服务，聚焦企业
目标客户，形成各项业务资源聚合的“打造城市综合服务提供商”的战略路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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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重点推进如下工作：
1.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 2017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出的 4 名董事、3 名独立董事组成第九届董事会。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
任了公司高管，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和经营班子聘任工作。
2.推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公司自2016年9月起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我爱我家部分股东所持
该公司控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期内，在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公
司实施完成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了我爱我家16名股东合计持有的我爱我家84.44%的股权，我爱我家成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原有业务基础上，进入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业新领域，通过发
挥业务协同效应，有效改善公司业务结构，实现资产结构轻型化和产业调整升级，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切实提高股东的投资回报。同时，随着本次资产收购的完成，公司相应
从传统的商业零售业，逐步向“发展城市综合服务业”的目标转变，公司提出的“打造
城市综合服务提供商”的战略目标有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内容，公司的规模实力和市
场竞争力得到了极大加强。
3.商业零售业务工作重点
2017 年，商业团队积极致力于调整完善各商场招商运营工作，重点对百大新纪元、
百大新西南部分区域进行了重新装修，增加了百大新纪元店健身中心、餐饮美食、休闲
饰品、改衣洗衣等体验业态，逐步实现由百货经营为主向购物中心运营管理的转型；针
对百大新西南，则根据消费趋势变化对业态配比进行了大幅调整，完善业态结构，着力
打造儿童体验消费亮点；稳步提升百大新天地经营品质，持续进行商品品牌的更新和形
象升级，保持项目稳定经营；进一步加强百大国际派、百大新都会的招商工作。2017
年，昆百大泰业城在开业的第一年里实现了商铺出租率达 100%，无论是销售业绩还是品
牌引入都成为云南地州城市购物中心的标杆。
针对家有宝贝、超市门店经营，商业团队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以优化门店盈利结
构为主要方向，采取调整经营面积、降低租金成本、关闭亏损门店、优化经营品牌品类
等方式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为促进公司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家电方面，则对主力店进行了改造调整，优化品牌品类结构，进一步提升店面形象，
使得经营毛利率得以提高；同时调整批发渠道管理方向，梳理网点，细化对经销商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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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批发销售止滑回升。
4.房地产开发业务工作重点
2017 年，公司无新开工项目，地产团队主要集中精力全力推进百大国际派、野鸭湖
项目的尾盘销售、回款、房屋交付以及证照办理等相关事宜。
5.酒店物业业务工作重点
2017 年，公司酒店业务密切关注市场变化，积极开辟、拓展营销渠道，推出多项主
题营销活动，稳住商务市场客源，同时，持续推进酒店内部人员岗位优化以及工作流程
调整，严控成本和费用，节能降耗工作；积极开拓餐饮套餐组合产品销售。
物业方面，公司物业业务重点负责目前在运营的商场及百大国际派的物业服务工
作。报告期内，通过持续优化人员配置，加强员工培训；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品质管理；
提前预防并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全力维护管理物业正常经营秩序等措施，提高了工
作效率，提升了服务满意度，确保了经营指标的顺利完成。
（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否
我爱我家于2017年12月31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对我爱我家的合并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仅将我爱我家2017年末的资产负债
表纳入合并范围，而其2017年度利润表未纳入合并范围，因此，公司不存在主营业务数据
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
（三）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是 □ 否
单位：元

商品销售

894,675,942.03

155,639,400.12

17.11%

1.39%

-1.65%

毛利率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0.53%

商业租赁及服务

213,535,237.41

84,741,731.90

77.85%

100.10%

96.16%

-1.57%

房地产

131,153,173.98

148,791,746.45

48.32%

-83.76%

-57.41%

29.89%

物业服务

14,920,717.68

-2,477,971.77

-37.40%

-61.28%

125.22%

-30.97%

旅游服务

48,579,252.05

47,451,893.08

87.21%

-11.38%

-10.72%

0.65%

1,302,864,323.15

434,146,799.78

32.19%

-31.07%

-3.39%

9.22%

产品名称

合计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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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
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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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否
（五）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
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六）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七）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并于2017年5月10日印发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号），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经公司2017年8月16日召开的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对与企业日常活动
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同时，在利
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
项目中反映。上述变更后的会计政策于规定的起始日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
整。
（2）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执行；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
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 号），针对 2017
年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财会[2017]13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财
会[2017]15 号）的相关规定，财政部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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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经本公司 2018 年 4 月 24 日分别
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公司对原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并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
不产生影响。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98家，均为非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刘田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48号）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29
日实施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我爱我家84.44%股权事项，上述股权于2017年12月18
日过户至公司名下，我爱我家及其子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经公司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西藏云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云百”）与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加银”）及上海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投资设立了嘉兴锦贝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锦贝基金”）。嘉兴锦贝基金设立由 3 名委
员组成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其投资决策需由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方可执行，且优先级合伙
人民生加银委派的决策委员对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具有一票否决权。2017 年 12 月 20 日，
嘉兴锦贝基金合伙人会议决议将原由民生加银委派的一名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变更为
由西藏云百或昆百大委派，至此，昆百大在嘉兴锦贝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 3 名委员中
委派了 2 名，且该次会议对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一票否决权的行使进行了约束。基于以
上原因，公司对嘉兴锦贝基金形成控制，公司将嘉兴锦贝及其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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