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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侯功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东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彭莲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1,382,874,809.23 10,961,477,560.94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975,082,334.66 3,085,261,730.24 -3.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7,696,689.25 910,146,301.41 -73.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480,902,643.13 3,612,638,787.01 -3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0,179,395.57 69,529,651.99 -25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2,013,293.04 61,506,124.20 -298.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6361 2.2554 减少 5.8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19 0.1337 -258.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19 0.1337 -258.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9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382.4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79,736.8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382,386.69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

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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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1,699,865.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592,506.9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4,658.83  

所得税影响额 -3,837,557.07  

合计 11,833,897.4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49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127,338,353 24.49 0 无 0 国家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000,875 10.00 0 无 0 未知 

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39,041,690 7.51 0 无 0 国有法人 

深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22,426,049 4.31 0 无 0 未知 

山东世界贸易中心 19,666,872 3.78 0 无 0 国有法人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18,016,883 3.46 0 无 0 未知 

鲁商物产有限公司 9,673,327 1.86 0 无 0 国有法人 

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400,000 1.23 0 无 0 未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5,060,670 0.97 0 无 0 未知 

林艳红 3,427,600 0.66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127,338,353 人民币普通股 127,338,353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000,875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875 

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39,041,690 人民币普通股 39,041,690 

深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22,426,049 人民币普通股 22,426,049 

山东世界贸易中心 19,666,872 人民币普通股 19,666,872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8,016,883 人民币普通股 18,016,883 

鲁商物产有限公司 9,673,327 人民币普通股 9,673,327 

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0,0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060,670 人民币普通股 5,06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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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艳红 3,427,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2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前

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山东银座商城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世界贸易中心、鲁商物产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该四名股东与上述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上述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中的深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较年初增

减（%）  

 增减变

动原因  

应收票据 150,000.00 0 150,000.00 100.00 ※1 

预付款项 218,089,551.35 64,361,233.71 153,728,317.64 238.85 ※2 

其他流动资产 56,813,286.73 18,649,061.21 38,164,225.52 204.64 ※3 

在建工程 326,350.91 0 326,350.91 100.00 ※4 

应付票据 103,600,170.00 502,819,694.00 -399,219,524.00 -79.40 ※5 

应付账款 1,579,190,706.21 1,106,684,016.59 472,506,689.62 42.70 ※6 

预收款项 43,879,093.93 70,733,886.04 -26,854,792.11 -37.97 ※7 

应交税费 51,273,584.22 98,819,079.89 -47,545,495.67 -48.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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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收益 19,321,819.23 12,315,507.20 7,006,312.03 56.89 ※9 

变动幅度较大项目，原因说明如下： 

※1 应收票据较年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新增应收票据。 

※2 预付款项较年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变动较大，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4 在建工程较年初变动较大，主要系淄博中心店本期发生改造工程投入所致。 

※5 应付票据较年初变动较大，主要系兑付到期应付票据所致。 

※6 应付账款较年初变动较大，主要系应付货款增加。 

※7 预收款项较年初变动较大，主要系预收租金减少所致。 

※8 应交税费较年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计提所得税等税费减少所致。 

※9 递延收益较年初变动较大，主要系会员奖励积分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3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3 月）  
 增减金额  

较上期

增减

（%） 

增减变

动原因 

营业收入 2,480,902,643.13 3,612,638,787.01 -1,131,736,143.88 -31.33 ※1 

利息收入 9,631,601.19 7,225,466.60 2,406,134.59 33.30 ※2 

其他收益 2,428,152.46 0 2,428,152.46 100.00 ※3 

投资收益 -391,012.20 -896,512.30 505,500.10 56.39 ※4 

信用减值损失 -3,874,192.22 554,087.55 -4,428,279.77 -799.20 ※5 

资产处置收益 28,302.42 -28,082.91 56,385.33 200.78 ※6 

营业利润 -132,179,994.44 94,782,947.29 -226,962,941.73 -239.46 ※7 

营业外收入 1,614,440.82 4,796,802.60 -3,182,361.78 -66.34 ※8 

营业外支出 417,034.31 1,317,155.47 -900,121.16 -68.34 ※9 

净利润 -118,473,983.52 63,884,994.30 -182,358,977.82 -285.45 ※10 

变动幅度较大项目，原因说明如下： 

※1 营业收入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公司销售额下滑。 

※2 利息收入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存款增加所致。 

※3 其他收益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稳岗补贴较多。 

※4 投资收益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公司对银座云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按照投

资比例分担的损失份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5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较多。 

※6 资产处置收益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 

※7 营业利润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本期客流、客单价及销售额均

下滑，影响公司营业利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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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的政府补助及违约金收入较同期减少。 

※9 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公司本期发生诉讼赔偿等支出较同期减少。 

※10 净利润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公司销售额下滑，导致净利润减

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3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1-3

月） 

增减金额 

较上期

增减

（%） 

增减

变动

原因 

一、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696,689.25 910,146,301.41 -672,449,612.16 -73.88 ※1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2,799,624,454.67 4,092,889,349.87 -1,293,264,895.20 -31.60 ※2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51,714,999.01 114,229,661.94 -62,514,662.93 -54.73 ※3 

三、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350,969.19 -172,175,051.11 413,526,020.30 240.18 ※4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1,345,000,000.00 405,000,000.00 940,000,000.00 232.10 ※5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0 802,000,000.00 -802,000,000.00 -100.00 ※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810,138,897.92 586,580,645.16 223,558,252.76 38.11 ※7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50,000,026.67 751,944,166.79 -501,944,140.12 -66.75 ※8 

变动幅度较大项目，原因说明如下：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入

下降导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及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

少综合影响所致。 

※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

入下降导致。 

※3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主要原因系本期代收款等往来款项

减少。 

※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主要原因系本期借款增加、未办理应付

票据贴现及支付到期应付票据、银行承兑保证金等减少，综合影响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较上年同期增加。 

※5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主要原因系本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6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主要系本期未办理应付票据贴现。 

※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主要原因系本期归还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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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到期应付票据、

银行承兑保证金等较上年同期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由于个人原因，许修锋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职务；由于工作需要，李玉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根据工作需要，由公司总经理胡鑫先生提名，聘任魏东海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为公

司本届高管层届满为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

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为正常履行公司信息披露义务，暂由公司董事长侯功海先生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有关事项已披露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2. 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提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由于个人原因，许修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及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同意

选举公司财务负责人魏东海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公司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有关事项已披露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2020 年 3 月 5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3. 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鉴于公司董事由许修锋先生变

更为魏东海先生，战略委员会调整如下：召集人：侯功海；委员：梁仕念、魏东海。有关事项已

披露于 2020 年 3 月 5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4. 经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提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第十二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由于工作需要，皮希才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同意选举王廷波先生担任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有

关事项已披露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2020 年 3 月 5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5.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营银座商城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1 日收到《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庭传票》【（2019）鲁 05 民初 507 号】，东营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租赁合同纠纷向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东营银座商城有限公司，要求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东营银

座商城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租金等相关涉案金额共计 61,013,698.56 元。2020 年 2 月 18 日，东

营银座商城有限公司收到《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 05 民初 50 号】，

判决解除东营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东营银商城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并要求东营

银座商城有限公司支付租金、违约金等相关涉案金额共计 49,361,517.67 元，驳回东营长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因不服一审判决，均依法提起上诉。东营银座商城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截至本报告董事会审议日，二审尚未开

庭。有关事项已披露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2020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3 月 28 日的《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6. 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为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

在工商银行泰山支行申请的 5,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截至本报告审议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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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贷款于 2020 年 03 月 25 日已实际发放 5,000 万元。有关事项已披露于 2020 年 03 月 26 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7. 为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水平和效率，降低融资等金融业务的成本费用，公司曾与山东省

商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由山东省商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多种

金融服务。现协议即将到期，经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山东省商业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继续签订该协议，期限为一年，协议的主要条款不变，继续由其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已披露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8. 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由于工作原因，侯功海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及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在新任董事、董事长选举产生

前，继续履行董事、董事长及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职责及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提名布廷现先生

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为公司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该人选已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核通过，此次提名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

投票制选举。有关事项已披露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9. 截至本报告审议日，公司拥有及托管的零售门店 180 家。目前，公司旗下拥有的门店达到

132 家（潍坊临朐华兴商场 25 家门店），覆盖山东省 12 个地市和河北省。同时，公司受托管理

大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所有非上市门店 48

家。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自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公司根据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统一部署积极做好疫情防控

相关工作，保障民生物资供应充足。同时，受疫情影响，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同比均下降。目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进行，预计此次疫情及防控措施将对公司

2020年半年度的经营造成一定的暂时性影响，影响程度将取决于疫情防控的进展情况、持续时间

以及各地防控政策的实施情况。 

 

公司名称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侯功海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