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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责任报告 

 

百联集团是由原上海一百集团、华联集团、友谊集团、物资集团

合并重组的大型国有商贸流通产业集团，挂牌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主要业务涵盖主题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大型卖场、标准超市、

便利店、专业专卖等零售业态，经营有色金属、汽车、化轻等大宗物

资贸易，涉及电子商务、仓储物流、消费服务、电子信息等领域。集

团旗下荟萃了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上海第一八佰伴、东方商厦（连锁）、

百联上海南方购物中心、百联上海西郊购物中心、百联上海中环购物

中心、百联上海世博源购物中心、百联上海奥特莱斯，百联杭州奥特

莱斯、百联武汉奥特莱斯、百联无锡奥特莱斯，联华超市、华联超市、

世纪联华、快客便利，上海旧机动车交易市场、上海有色金属交易中

心，上海第一医药商店、亨得利亨达利钟表、茂昌吴良材眼镜、上海

拍卖行、上海国际商品拍卖行、百联物流、百联物业、百联电器、上

海外供等一大批享誉沪上、闻名全国的商贸流通企业。 

一、依法经营，诚实守信 

百联集团以“管理流程合法有效、法律风险全面全程管理、企业

合规文化融入流程”为管理目标，继续加强集团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

设，打造企业合法合规文化。 

1、制度加科技，提高合法合规管理水平 

市国资委关于《运用“制度加科技”加强上海国资国企风险防控机

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下发后，百联集团高度重视，学习领会，认真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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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案件管理、合同管理制度的合规性、适时性、规范性以及可操作性。

在管理方式上，通过运用信息化管理技术手段，进一步加强在合同订

立，合同审批，合同履行等方面的合法合规监管。同时，对合同管理

涉及到的合同订立、履行、文档管理、下属公司合同管理业务中由总

部执行的控制等内容反复酝酿和讨论，形成集团内控制度的组成部

分。 

2、强责任意识，完善国有损失责任追究 

集团修订完善国有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内部审计，严查内部

贪腐案件，并通过审计及案件查处，发现并纠正企业经营管理漏洞，

营造企业依法经营良好内部环境。 

3、围绕新热点，通过“学法”促推“用法” 

 2015 年，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

新要求。为确保企业的经营管理符合新的法制要求，提高集团依法决

策，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水平，集团开展了“新民事诉讼法及司法

解释，电子商务实务操作及法律风险防范，混合所有制背景下的国企

改革难点和热点问题，金融类业务相关法律风险防范，关于互联网+

的相关法律、政策解读，企业改制相关法律风险防范和百联集团内控

制度宣讲”等七个主题的专题法律培训。培训紧扣集团热点问题，通

过法律纠纷案例宣讲法律知识，提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兴趣及

“用法”技能，为践行企业合法合规文化奠定基础。 

二、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 

百联集团紧贴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突出创新和转型，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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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效益，采取积极措施，促销售保增长，全面努力推进各项

经济运行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 

1、提高质量效益，着力提升企业经营业绩 

集团积极拓展市场，今年新开南京奥特莱斯和 148家超商网点，

其中 5家大卖场、84家标超和 59家便利店；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与实

体门店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微信等新技术手段，开展线上推广、秒杀

等活动，提升了营销的体验性和互动性；加强农超对接，深化基地采

购、田头采购等源头直采，新增生鲜基地 80个，生鲜直采商品销售

同比增长 18%，商品结构得到优化；通过百日行动，优化门店动线陈

列，调整结构组合增收，压缩低产出经营面积，扩大招租增盈，超商

3个业态销售均有明显提升。 

2、着力推进传统业务转型，应对市场竞争和挑战 

百货转型有突破。大力推进商圈门店、经营模式、营采模式等转

型和发展，探索发展买手制、集合店、品类专卖等新模式和新业态。

集团层面重点推进了南京路商圈转型，第一百货和东方商厦南东店整

体打造第一百货商业中心项目，形成了项目改造设计方案并通过专家

评审论证，正式上报市政府。淮海路东方商厦淮海店实施整体转型，

12 月 12 日全新亮相，更名为“淮海 755”，根据年轻时尚定位进行大

胆调整，增加美妆、家居、手工坊、西餐等品类，引进无印良品 MUJI

等旗舰店，开业当天即实现销售 215 万元，整体效益提升 40%；模

式转型有举措。推进超商盈利模式由通道收入主导向毛利收入主导转

变，重点推进商品结构、营采模式、业态转型等调整，进一步增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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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实力。稳步推进费改率工作，取消原先收取开户费、新品费、

销售保底的模式，对新进场的供应商改为全扣点模式，全年销售综合

收益率达到 18.3%；业务模式有创新。百联股份、王府井、利丰三

方合资公司成功落户上海自贸区，将利用百联与王府井的零售渠道资

源，借助利丰的采购网络与供应链管理优势，合作推进自营业务发展。

计划 3 年打造六大品牌，开店 300 家，实现 10 亿销售；集团还与上

影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设立合资连锁影院投资公司，整

合各自行业优势资源，展开全面合作，将第一八佰伴新世纪影城改造

成为首个“百联影院”。 

三、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百联集团始终坚定不移践行企业文化，提倡以服务创造价值，注

重于各相关利益方沟通与协调，共同构筑信任与合作平台，努力实现

股东、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客户、政府、同业、公众之间的和谐

共生、共创价值、分享成果的目标。 

1、强化供应链建设，提高采购技术，满足消费者需求 

    集团百货板块完善了《新进品牌储备和准入管理办法》，进一步

提高导入品牌的质量和经营业绩。新增 279 个品牌，其中已入驻门

店的品牌 176 个，后备储备品牌 123 个。与北京王府井、香港利丰

三方合作共同推进自营品牌开发，进一步扩大渠道资源，着力打通供

应链上游各环节。积极发展进口食品商场，调整和引进了一批优质品

牌与供应商，进一步丰富门店经营品类和品牌、提升了门店经营能级。

大力发展礼品业务，“爱屋集物”生活集合馆在第一八佰伴、世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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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联中环、百联又一城、东方旗舰店等 5 家门店经营。 

 集团超商板块建立以品类管理为指导、端到端的供应链管理模

式，优化供应商结构，建立共赢互利、业绩导向的 KA 管理体系，引

入和培育高潜力的新供应商，建立端到端、透明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不断提高生鲜商品采配技术，承诺价格优势，增加商品品种，加强自

加工能力，满足消费者购买需求。 

2、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管理，打造食品安全试点门店和药品追溯

体系 

继续加强食品安全监管。2015 年集团下属联华股份以日常与专

项相结合，定期与不定期、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检查方式，抽查各类

门店的食品安全管理情况 249 次。进一步落实市政府《食品安全信

息追溯管理办法》，世纪联华上海所有门店食品追溯体系扩大到大米、

猪肉、牛肉、羊肉、冷鲜禽、新鲜叶菜、西瓜、活水渔、豆制品、乳

品、食用油九大类商品。上海标超 312 家门店实现猪肉全追溯。 

联华蔬菜自管基地的建设日趋科学合理，通过规范用药、棚头施

药记录和相关档案记录信息上传等安全种植措施，杜绝违禁药使用；

通过规范检测流程验证用药的安全性，建立了蔬菜种植前、中、后全

过程的安全生产链，有效控制了蔬菜种植安全并做到了可追溯。崇明

蔬菜基地全年快检自测 19778 批次（平均 1.35 次/单品/天），即每个

单品每天检测 1 次以上，基地每天发出的蔬菜做到了全覆盖检测；国

家农残快检标准是小于 50（无公害蔬菜≤45，绿色蔬菜≤30，有机蔬

菜≤15），基地蔬菜实测值在 0.28-32.47，基本稳定在绿色蔬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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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保障了食品安全。充分利用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技术力量，对

28 大类食品 297 个单品进行委托抽检，项目涵盖微生物、重金属、

污染物限量、食品添加剂等安全性指标。同时做好门店快速检测的抽

查和培训，全年门店农残快速检测 6240 项次，发货前的蔬菜农残快

检和水果农残快检 7200 项次。通过这两道检测的把关，把不合格蔬

菜水果严格阻挡在销售之前，确保消费者买到合格放心的水果蔬菜。 

继续加强药品安全管理，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和《药品经营

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药品的进货、验收、储存、销

售、出库、运输、售后服务等实行全员、全面、全过程管理。完善药

品质量管理制度，开展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质量改进和

质量风险管理等活动；定期开展药品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对内审的情

况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不断提高药品安全管理水平。 

进一步完善药品管理信息化系统，使其符合药品经营全过程管理

及质量控制要求，充分利用信息系统，加强对药品批号、效期、流向

等的监管，完善药品质量可追溯性；加强信息系统的权限管理，系统

数据的录入、修改和保存等操作必须符合授权范围、管理制度的要求，

保证系统数据原始、真实、准确和安全。 

3、完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优化服务体验，提升顾客满意度 

集团为提升顾客满意度，优化服务体验，建立了以“百联通”会员

卡为基础的全渠道会员体系，完成了“百联通”会员卡的相关规则与流

程以及系统开发，组织试点门店进行业务培训，做好新老卡转换的过

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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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下属百联股份制定《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渠道营销

操作规范》，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及协作关系，主动对接全渠道公

司，配合协调开展营销活动。布置落实所有门店的客服工单对接人，

完成相关培训，并配合全渠道客服完成对客服投诉系统的测试，做好

与主叫平台及呼叫中心的对接，提升客服快速响应速度。对三大业态

的《全方位服务标准》及考核标准进行重新修订，新增与全渠道客服

相配套的服务需求，提升门店服务管理标准。强化全方位服务的督查

管理，梳理并完成了《调整社会督导聘用和工作模式方案》。为使百

联股份现有 VI 体系与商务电子化 VI 体系实现有机融合，对需要进

行调整的 VI 项目进行了排摸，汇编成册，完成《i 百联与百联股份

及旗下各业态门店 VI》的设计工作。 

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集团围绕上海市商务委下达的 2015 年度节能降耗目标，依据

“实事求是，差别管理，统筹兼顾”的原则，以及“十二五”前四年的完

成情况分解落实年度节能降耗指标，并在 2015 年初对各下属企业的

业绩责任书中，将节能目标作为企业考核的定量指标，明确节能目标

与管理职责。 

集团参加上海市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暨产业结构调整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并落实年度节能重点工作；督促并指导重点用能单位、

万家节能低碳企业、碳排放交易试点单位完善节能管理机制，落实每

季度的能源统计上报工作，及时跟踪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积极引导和

推进下属门店应用新技术、新产品对空调系统、照明系统、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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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备设施进行节能技术改造，并优先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对成

员企业已经实施的节能技改项目做好详细的梳理，适时跟踪实际节能

效果，对于成效明显的技改项目，做好项目推广复制工作；配合商务

委，组织相关企业与再生资源企业对接，探索废弃电子物的交投、回

收商业运作模式，打通百联会员卡与“阿拉环保卡”的积分兑换通道，

以“绿色回收”带动“绿色消费”。 

2015 年集团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了东方商厦杨浦店照明系

统改造、又一城公共区域照明改造、百联南方购物中心老楼 1F-5F

公共区域灯光节能改造、百联南桥购物中心绿色照明改造项目等 8 

个项目，以直接投资模式实施了世纪联华宜川店等 5 家大卖场中央空

调水系统变频节能改造项目，这 9个项目预计年节能量 1817吨。2015

年，集团实现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同比下降 3.84%，完成商务委下达

的 2015 年度以及“十二五”节能目标。 

五、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 

2015 年，集团继续全力推进商务电子化工作，牢牢把握商务电

子化项目建设方向与战略规划保持高度一致，统筹资源、协调配置、

倾力打造，整合和建设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全渠道业务体系，成立了百

联全渠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顺利实现由项目组实施到公司化运作的

过渡，完成了“三网合一”工作，调整充实了全渠道业务的组织机构，

积极推进 12 个核心业务模块建设工作。 

集团还积极推进了实体门店的数字化改造，共实施门店改造 309

家，其中百货业态试点门店增设了 63 块电子屏，完成 80 台 POS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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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超商试点门店 73 块电子屏投入使用，完成 WIFI 铺设 321 家，

POS 改造 800 余台；基于门店直接发货的“百联到家”业务已覆盖 50

家门店；作为网订店取模式的关键支撑，完成 510 家门店自提业务

的培训和功能测试，覆盖中环以内区域并辐射外环内部分重点商圈。 

六、保障经营生产安全 

集团加大隐患排查和专项治理力度，按照“四不两直”工作要求，

深入事故易发、多发重点企业和要害部位，开展各类安全检查 62 次。

同时指导企业加强自查自纠，寻找安全管理中的普遍问题和薄弱环

节，由点及面，找出问题根源，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彻底消除安全

隐患和漏洞。 

1、集中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大中型商场市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针对集团旗下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大中型商场市场密布的特

征，为提升企业火灾防控能力，切实消除消防问题隐患,深入推进重

点领域火灾隐患综合整治，集中开展为期一年的消防专项整治。重点

排查整治大中商场超市消防设施，电器线路以及安全责任、消防制度、

消防“四个能力”的建设落实，并加强宣传提示，组织应急演练，有效

提高了企业火灾防控和救援处置能力。 

2、深入推进危化品、油库等 4 类重点安全隐患区域集中排查 

为吸取天津港特大危化品爆炸事件的深刻教训，集团统一部署，

在系统内全面开展以危化品仓库、油库等 4 类安全隐患区域为重点，

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范围涵盖所有行业

领域、成员企业的安全大排查，有效防范和遏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



 11 

生，取得切实成效。 

3、加强促销活动安全检查 

针对营促销期间客流暴增、管理难度大、安全责任重的特点，集

团提前深入促销现场，要求各大百货商场深刻吸取外滩事件的教训，

提前制定安全预案报送集团审核，并及时做好安全设施检查，加大安

保人员配置，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杜绝同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4、做好防台防汛工作 

集团按照新修订的《上海市防汛条例》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层

层落实责任，加大重点企业汛期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督促指导企业

深化危化储运、油库防雷、施工作业、供电排水等方面隐患排查。并

深入防汛一线，确保物资储备、队伍组织、应急调度、抢险救灾方面

进一步抓紧、抓实，在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上工作有序、责任到位。 

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加强职代会建设工作 

集团工会积极配合市总工会，分别在东方商厦徐汇店、南东店和

百联又一城的户外大屏幕上滚动播放宣传职代会建设的宣传片,市总

工会副主席杨永平在南东店向职工赠送相关宣传资料。对各级企业履

行新一轮《百联集团有限公司集体合同》、《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女职工

专项集体合同》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抽查，召开了职工座谈会听取意

见和建议。 

2、加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集团工会转发了关于深化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文件材料，指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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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公司工会加大了对该项工作的执行力度。现代物流工会建立了规范

有效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机制，基层单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时，总是

现场参与、指导和督促，广泛听取职工的诉求和行政的意见，在源头

上开展思想工作，较好地提高了工资集体协商的质量，维护了和谐稳

定的劳动关系。 

3、办好服务职工的实事项目 

集团共帮困职工 411 人次，89.4 万元。高温慰问 40 家企业，65

万元；全年新增办理工会服务卡 24300 人，累计完成 31900 人，为

15 名职工申领保险金 15 万元；扩大了技能晋级奖励范围，共奖励中

级技师 89 名、高级技师 81 名，金额 12.6 万元；组织开展了“工会送

药箱，职工保健康”活动，为 238 家基层单位配置“爱心药箱”。 

八、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2015 年元旦，集团继续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组织各成员企业统

一参加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组织的“第二十一届蓝天下的至爱”义卖系

列活动。一是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合作举办了慈善义拍活动，捐赠费

用 50 万元。二是组织集团零售企业举办慈善义卖活动，捐款 30 万

元，合计捐赠善款 80 万元。 

在购物节期间，集团下属公司百联股份携手上海市交警总队举办

了主题为“百手拉起安全线•联心筑起幸福湾”的交通安全公益活动，

并在百联滨江购物中心、百联南桥购物中心、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

上海世博源购物中心、百联中环购物广场举办了 5 场交通安全巡展，

旨在提供平台让消费者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掌握避险技能，提高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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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引起社会对交通安全教育的重视。 

集团对口帮扶金山区山阳镇，落实帮扶资金 500 万元，与金山

区农委签署政企战略合作协议，积极配合金山区对农副产品进城进行

对接，在旗下购物中心，举办了金山草莓节、西甜瓜节、葡萄节等活

动，消费者对金山农产品反响积极。同时，联华超市与金山开展农超

对接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