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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94          股票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2019－017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公司不会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4月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牛钢回避表决，其他

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该

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

事认为：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经营发展需要而发生的，为以前年

度交易的延续，新增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风险较低并且

可控。决策合法、规范、准确，定价客观、合理、公允，交易公平、公正、公开，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二）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预计

2018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额度为人民币9.69亿元左右。2018年度公司实际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人民币7.54亿元，其中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人民币1.81

亿元，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人民币3.99亿元，委托管理人民币0.07亿元，房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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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人民币1.67亿元。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名称 

2018 年预计交

易金额 

2018 年实际交

易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

差异较大原因 

购买商品 

大连大商新能源技术

管理有限公司 
2,247.00  1,328.89  新店开发不及预期 

香港法智澳美贸易有

限公司 
13,567.00 5,268.29 

受外部环境影响，进口

量低于预期 

Australia Aulong Auniu 

wang Pty Ltd. 
4,834.00  2,775.05 

受外部环境影响，进口

量低于预期 

大商茶业 756.00  1,331.92  
消费端销售情况超预

期 

贝莱德啤酒 260.00  0.00  
供应商阶段性停产，调

整产品品类 

大连易玛特软件开发

中心 
170.00 218.06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495.23 747.50  
消费端销售情况超预

期 

接受劳务 

大连大商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6,960.00 102.16  新店开发不及预期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533.00 356.61  新店开发不及预期 

其他 336.00 5,932.3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小计 30,158.23 18,060.78 
 

销售商品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15,543.00 10,779.77  

受外部环境影响，部分

进口商品供应量低于

预期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3,465.00 11,190.21  

受外部环境影响，部分

进口商品供应量低于

预期 

抚顺大商商业投资有

限公司 
5,721.00 2,720.82  

受外部环境影响，部分

进口商品供应量低于

预期 

大商集团（庄河）千盛

百货有限公司 
2,769.00 2,570.80    

桂林微笑堂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2,030.00 1,642.34    

大连大商潮店乐园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 
2,370.00 2,882.09  

 

大商集团东港千盛百

货有限公司 
1,199.00 1,4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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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商业投资有限公

司 
603.00 561.06    

北京天客隆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60.00 549.15  

地区消费趋势趋势回

暖，消费端销售情况超

预期 

大商集团河南超市连

锁发展有限公司 
497.00 604.90    

大商集团沈阳千盛百

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556.00 327.84  

受外部环境影响，部分

进口商品供应量低于

预期 

大商哈尔滨新一百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 
432.00 477.80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 948.59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友

谊有限责任公司 
306.00 835.48  

地区消费趋势回暖，消

费端销售情况超预期  

开原大商新玛特有限

公司 
1,346.82.00  1,080.71  

受外部环境影响，部分

进口商品供应量低于

预期 

成都大商投资有限公

司 
160.00 239.32  

地区消费趋势回暖，消

费端销售情况超预期 

其他 269.00 1,090.70 

地区消费趋势回暖，

消费端销售情况超 

预期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小计 48,527.00 39,942.05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938.00 698.35    

委托管理合计 938.00  698.35   

  新乡影城 52.00 38.24   

  漯河影城 30.00 30.21  
 

 邹平影城 60.00 65.85    

 
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6.58 0.00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10.86 12.80    

  
大连大商华臣影城有

限公司 
170.00 171.43   

  
大庆大商影城有限公

司 
120.00 112.87   

  
淄博大商影城有限公

司 
63.00 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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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大商影城有限公

司 
103.00 95.24 

 

  
青岛大商影城管理有

限公司 
80.00 20.85    

  
吉林大商影城有限公

司 
51.00 49.05  

 

  
大庆市大商庆影影城

有限公司 
240.00 114.29    

  
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473.00 5,515.04  

2017 年度部分店铺租

赁条款变更，租金调

整，导致统计口径变化  

  
青岛麦凯乐大商影城

有限公司 
80.00 92.99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6.00 5.11    

  中兴—大连商业大厦 5,207.00 5,323.67    

  
大连大商集团哈尔滨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44.00 1,486.15  拟关闭店铺  

  
大连大商集团盘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32.00 1,649.72  新店开发不及预期 

 

大商集团新农村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429.00 359.11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406.60 339.71  

 

 

大连大商物资储运有

限公司 
18.00 0.00  

 

其他 27.00 1,140.80 
 

房屋租赁小计 17,259.00 16,683.11  
 

 

（三）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在公司2018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的基础上，根据公司发展实际需要，

预计2019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人民币9.85亿元左右，其中，购买商品和接

受劳务预计人民币3.28亿元左右，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预计人民币4.59亿元左右，

委托管理人民币0.08亿元左右，房屋租赁人民币1.89亿元左右。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

容 
2018年实际交易金额 

2019 年预计发生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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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商新能源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328.89  1,528.22  

香港法智澳美贸易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5,268.29 20,000.00 

Australia Aulong Auniu wang Pty 

Ltd. 
购买商品 2,775.05 3,191.30   

大商茶业 购买商品 1,331.92  3,495.00  

大连易玛特软件开发中心 购买商品 218.06  250.77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747.50  859.63  

鞍山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296.23  340.66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9.65  57.10  

桂林微笑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23.40  26.90  

大连大商钟表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3,359.99  —— 

大连大商影城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0.50  0.58  

大商集团哈尔滨麦凯乐总店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 18.74  21.55  

焦作大商超市发展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0.00  0.00  

大商哈尔滨新一百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 4.46  5.13  

大连大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2.16  117.48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56.61  410.10  

其他   2,179.35  2,506.25  

合计 18,060.78 32,810.67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779.77  12,396.73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190.21  12,868.75  

抚顺大商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720.82  3,128.95  

大商集团（庄河）千盛百货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2,570.80  2,956.42  

桂林微笑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642.34  1,888.69  

大连大商潮店乐园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2,882.09  3,314.40  

大商集团东港千盛百货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40.46  1,656.53  

鞍山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61.06  645.22  

北京天客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549.15  631.52  

大商集团河南超市连锁发展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604.90  695.64  

大商集团沈阳千盛百货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327.84  3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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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哈尔滨新一百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477.80  549.47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48.59  1,090.88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友谊有限责任公

司 
销售商品 835.48  960.80  

开原大商新玛特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80.71  1,242.82  

成都大商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9.32  275.21  

其他   1,090.70  1,254.30  

合计 39,942.05 45,933.35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管理 698.35  803.10  

合计 698.35 803.10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12.80  14.72  

大庆大商影城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112.87  120.11 

淄博大商影城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59.96  62.96 

青岛麦凯乐大商影城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92.99  80.15 

吉林大商影城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49.05  51.50 

大庆市大商庆影影城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114.29  131.43  

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5,515.04  6,149.12  

中兴—大连商业大厦 房屋租赁 5,323.67  6,122.23  

大连大商集团哈尔滨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 1,486.15  1,709.08  

大连大商集团盘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房屋租赁 1,649.72  1,897.18  

大商集团新农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359.11  412.98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339.71  390.67  

其他   1,567.75    1,802.90  

合计 16,683.11  18,945.02   

注：上述关联交易系日常经营业务，延续以往的交易，公司已与大商集团有限公

司、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兴—大连商

业大厦、大商集团（庄河）千盛百货有限公司、抚顺大商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桂

林微笑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大商新能源技术管理有限公司等关联方签署了

《商品采购配送协议》、《房屋租赁协议》和《委托管理协议》等日常关联交易协

议，并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可能新增的交易，要待实际发生时签订具体

协议，公司已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人员在日常关联交易全年累计发生预计

额度内签署相关协议。 

二、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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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牛钢 

住所：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1号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商业贸易、物资供销（专控商品按国家规定办理）、仓储；场地

租赁、柜台租赁；物业管理；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销售；书刊音像制

品销售；金银饰品、珠宝首饰的销售；食品加工；钟表维修服务；经营广告业务；

酒类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大商集团鞍山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红上商贸有限公司、大商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总资产：3,820,863.46 万元，净

资产：1,207,584.4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417,890.30 万元，净利润：

275,935.94万元。 

2、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钢 

住所：大连市中山区青泥街 7号 

注册资本：6154 万元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天津开商沅商贸有限公司、大连保仓商贸有限公司、牛钢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总资产：4,147,745.03 万元，净

资产：1,387,224.0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745,350.98 万元，净利润：

437,452.45 万元。 

3、中兴—大连商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志良 

住所：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街 42号 

注册资本：1500 万 

主营业务：场地；柜台出租；百货、移动电话销售；物业管理***日用杂品、

建筑材料、钢材、木材、工艺美术品、汽车配件、金银首饰（限零售）针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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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交化工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股东：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1,505.47万元，净资产：  

-2,343.5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0.00万元，净利润：2,883.03 万元。 

4、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钢 

住所：大连市中山区青泥街 7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国内

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项目投资；仓储；经营广告业务；企业管理策划；市场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大商集团有限公司、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303,591.25 万元，净资

产：-3,633.0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4,508.40 万元，净利润：-10,152.93 万元。 

5、抚顺大商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益 

住所：抚顺市新抚区裕民路 24号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项目投资；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场地、柜台、房屋

租赁；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家用电

器、针织品、纺织品、床上用品、化妆品、移动电话、通讯器材、计算机及配件、

五金交电、日用杂货、办公用品、钟表眼镜、照相器材、工艺美术品、劳保用品、

水暖器材、建筑材料、珠宝首饰、汽车（除小轿车）、汽车零部件、汽车清洁用

品、酒、文具用品销售；复印；打字；摄影；扩印；干洗熨烫；家用电器修理；

存车服务；服装制造；图书、报刊出租；音像制品零售；图书零售；卷烟、雪茄

烟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抚顺大商物流配送经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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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7,318.05万元，净资产：          

1,615.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8,275.72 万元，净利润：865.00万元。 

6、大连大商潮店乐园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全玮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 22-38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针纺织品、服装服饰、化妆品、日用百货、摄影器材、汽车饰品、

母婴用品、家居用品、文体用品、电子产品、汽车及配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按摩器材、医疗器械、健身器材、办公设备、音响设备、宠物用品、图书、

音像制品、家用电器、金银珠宝、钟表、眼镜及配件、建筑材料、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的销售；烟的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物业

管理；汽车现场维修；汽车租赁服务；礼仪庆典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家用电器现场维修；教育信息咨询；人才信息咨询；公关活动策划；企

业管理咨询；演出经纪服务；国内货运代理；经营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业务（含报关报检）；摄影摄像服务；经营广告业务；餐饮服务；房屋租

赁服务；摊位租赁；国内一般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大商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天河大厦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27,505.91 万元，净资

产：20,551.9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8,097.22 万元，净利润：289.88 万元。 

7、大商集团（庄河）千盛百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浩 

住所：庄河市兴达街道前进委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日用百货、劳动用品、商业物资、非直接入口食品(水果、蔬菜、

水产品、肉类、粮油)、直接入口食品(肉类)经销(专项商品按规定);预包装兼散

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及网上销售;金银饰品收购、加工、销

售,食品加工、销售;农副产品收购(粮食限 50 吨以下),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货

物进出口(进口分销和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

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柜台出租,展览策划,通讯器材、家用电器销售,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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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出租,餐饮服务,停车服务,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总资产：7,129.65万元，净资产：

1,013.7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916.75 万元，净利润：408.70 万元。 

8、大连大商新能源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欣刚 

住所：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街 40号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新能源技术、节能技术咨询及产品开发、技术转让;LED 照明技

术及产品推广、应用;节能设备安装、现场维修(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国内一般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总资产：5,178.08万元，净资产：          

4,023.99万元，营业收入：3,223.21万元，净利润：1,577.82万元。 

9、桂林微笑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春洪 

住所：桂林市中山中路 37号 

注册资本：2300.72 万元 

主营业务：商业零售(含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酒类、保健食品、国内版书报刊、音像制品),商业投资,商业店铺开发、

经营管理,物业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涉及前置许可或行政审批的项目除外),企业

管理及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及制作、发布,门面出租,组织国内

产品出口和自营商品的进口业务(不含指定经营产品及国营贸易产品);再生资源

回收(限家电以旧换新);药品经营。 

主要股东：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桂林市商业总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33,124.54 万元，净资

产：11,857.1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8,800.99 万元，净利润：5,902.12 万元。 

10、大连大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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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段欣刚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街 40号 10层北侧 

注册资本：300 万元 

主营业务：室内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及施工;建筑幕墙工程施工、金属

门窗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国内一般贸易(依

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总资产：2,826.64万元，净资产：            

746.08万元，营业收入：2,800.95万元，净利润：625.41万元。 

11、大商集团东港千盛百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连阁 

住所：辽宁省东港市大东区迎宾东大街一号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服装,百货,鞋帽,针纺织品,钟表,眼镜,化妆品,照相器材,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粮油,烟酒,家用电器,劳保

用品,图书,音像制品,首饰,工艺品,文化用品,厨房卫生间用具,皮具,鲜花,农副

产品;干洗织补,钟表维修,靴、鞋修理;首饰加工;房屋柜台租赁,广告牌租赁;餐

饮服务(只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2,915.81万元，净资产：

-816.6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1,333.07万元，净利润：213.96万元。 

以上各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为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财务数据。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 26.08%股份，中兴—大连商业大厦、大连大商潮店乐园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商集团（庄河）千盛百货有限公司、

桂林微笑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商集团东港千盛百货有限公司及其他部分关联

方为大商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子公司或与其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故与本公司构成

关联方关系。 

公司董事长牛钢先生为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抚顺大商商业投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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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大连大商新能源技术管理有限公司为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其他部分关联方为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分、子公司或与其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故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发展

前景广阔，且有充足的现金流，与本公司交易能正常结算，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不存在无法支付公司款项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购买、销售商品及服务 

公司已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抚顺大商商业投资有

限公司、桂林微笑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商集团（庄河）千盛百货有限公司等

关联方签署了《商品采购配送协议》，交易双方按市场价格确定配送商品价格，

结算周期为一个月，具体交易按照协议安排执行。 

（2）房屋租赁 

公司已与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兴—大连商业大厦、大连大

商集团哈尔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大商集团盘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关

联方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明确约定租赁范围、租期、定金、租金支付、

违约责任等主要内容，公司与各关联方均严格按合同约定执行。 

（3）委托管理 

公司已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劳动用工协议》，公司按月向大商集团有

限公司支付托管人员每月实际发生的人工成本费用总额的50%。 

2、定价政策：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各项商品销售和采购、委托管理和房屋

租赁等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3、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按照同类商品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对于执行市场价格的关联交易，公司将随时收集市场价格信息，进行跟踪调查并

进行相应价格调整。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利用规模优势，降低营业成本，节约经营费用。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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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在日常交易过程中，

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且关联方公

司经营稳健，发展前景良好，履约能力不存在障碍，不存在坏账风险。因此，上

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