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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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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

配利润为人民币 1,537,330,383.50 元。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目标，综合考虑公司资金安排和持续发展

的需要，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2020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可供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该利润分配事项尚需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

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2020 年度，公司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累计回购股份 26,480,342 股，合计支付的金额为

159,930,297.56 元（不含手续费、印花税等交易费用）。上述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年度现金分

红的比例计算。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42,881,070.41 元，公司 2020 年度现金分红的数额占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11.93%。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利群股份 60136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兵 崔娜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 

电话 0532-58668898 0532-58668898 

电子信箱 lqzhengquan@iliqun.com lqzhengquan@iliqu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主要业务 

利群股份以百货、超市及电器全品类经营为核心主业，以品牌代理及商业物流配送为战略支

撑，坚持“全产业链+自营”为主的供应链整合型商业运营模式，致力打造以“源头批量直采+品

牌代理批发+物流仓储配送+自营终端零售（电子商务）”四位一体的零售、平台运营商。 

（1）零售连锁板块 

公司零售连锁业务坚持多业态经营，经营业态涵盖综合商场、购物中心、综合超市、便利店、

生鲜社区店、品类集合店等多种线下经营业态以及 O2O、B2B 线上业态，深化线上线下全渠道发

展，提升运营能力。零售门店遍布在山东省内青岛、烟台、威海、日照、东营、淄博、潍坊、枣

庄等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上海等华东区域省市。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合计拥有大型零售门店 89

家，便利店及“福记农场”生鲜社区店 81 家，总经营面积 200 多万平方米。 

（2）物流批发板块 

公司始终致力于“零售+批发”双主业发展格局，打造供应链核心竞争优势。公司已经形成了

完善的全品类供应链运营体系，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旗下拥有近 30 家品牌代理公司，并配备专业

采购买手和运营团队，品牌代理业务涵盖快消品、休闲食品、粮油、酒水饮料、水产品、超市百

货、家居用品、家用电器、服饰鞋帽、婴童用品、运动、针织、化妆、珠宝、箱包皮具等全品类

商品，专业的运营团队使得公司品牌代理业务向着多元化与专业化不断发展，除满足公司旗下零

售门店的需求外，积极拓展外销业务，外销客户包括众多知名商业企业。 

同时，公司在青岛市区、胶州、江苏淮安等地拥有五座大型物流中心,截至报告期末，已投入

使用的总仓储面积达 40 万平米，另有在建面积近 30 万平米。物流中心采用国际先进的智能化现

代化设备设施，除了建设有冷链、常温物流中心，还建设了生鲜加工中心、中央厨房、豆制品厂、

豆芽厂、粮食库等生产加工设施，以加大消费者高频次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加工力度，增强产品端

优势，实现供应链立体化布局，衔接消费领域，全方位高品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线上业务板块 



公司目前拥有 O2O 和 B2B 两个线上平台。O2O 平台—利群网商是面向个人消费者的平台，集

合了公司所有线下门店和品牌代理公司的资源，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效融合，线上线下同质同价，

共享会员和库存等资源，消费者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利群网商 APP、PC 端下单，配以全品类优质

商品、24 小时客服在线、快捷的配送到家服务，为顾客提供高效、便捷又省心的消费服务。 

利群采购平台是公司利用多年自营供应链的优势，快速切入 B2B 领域，打造的线上 B2B 综合

服务平台，能够为便利店和专卖店商户商品进货，酒店、食堂和餐厅日常所需生鲜食品及相关物

料采购，企事业单位的办公、福利及劳保用品采购等市场需求提供一站式采购服务。 

2.2 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分为经销模式、联营模式以及租赁模式，其中经销模式为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和利润来源。 

公司通过旗下各专业品牌代理公司直接从厂家买断商品，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商品毛利，其

中超市百货类商品、快消品、休闲食品、家用电器等品类商品经销比率达到 90%以上，服饰鞋帽、

箱包皮具、珠宝首饰、化妆品等品类商品的经销比率达到 40%以上。 

依托公司零售终端的规模和影响力，公司取得了众多知名品牌的区域代理权，一方面直接从

工业环节的大宗采购保证了公司的商品质量和价格优势，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公司对外扩张过程中

的资源优势。 

在生鲜品类方面，公司主要采用基地源头直采模式，全国生鲜采购基地 300 余个，直采占比

达到 85%。同时，公司通过自建生鲜加工中心、冷链仓储中心、中央厨房、豆制品加工厂、成品

粮库等方式，提高公司生鲜产品深加工及配送能力，进一步增强生鲜领域竞争优势。 

公司经销和联营模式下的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情况如下： 

主要经营

模式 

2020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比例 毛利额（万元） 比例 毛利率 

经销 722,311.94 94.92% 117,697.20 75.29% 16.29% 

联营 38,635.59 5.08% 38,635.59 24.71% 100% 

合计 760,947.53 100.00% 156,332.79 100.00% 20.54% 

（注：联营主营业务收入按照净额法核算） 

租赁模式主要是对公司经营品类或服务进行补充的业务模式，租赁模式主要应用于部分小商

品零售柜台租赁，以及品牌餐饮店、儿童娱乐、美容健身、电影院等体验及商业配套业态租赁。 

 

2.3 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1,981 亿元，比上年下降 3.9%。按经

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39,119 亿元，下降 4.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2,862 亿元，下降 3.2%。



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 352,453 亿元，下降 2.3%；餐饮收入额 39,527 亿元，下降 16.6%。

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97,590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 24.9%，比上年提高 4.0 个百分点。 

公司经营门店所在主要区域的行业情况如下： 

根据 2020 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20 年，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29,248.0 亿元，基本恢复至上年水平。其中，餐饮收入 3,129.1 亿元，比上年下降 6.2%；商

品零售 26,118.9 亿元，增长 0.8%。城镇零售额 23,671.8 亿元，下降 0.3%；乡村零售额 5,576.2 亿

元，增长 1.4%。线上市场快速拓展，网上零售额 4,613.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8%。其中，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 4,043.4 亿元，增长 17.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3.8%，比上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 

根据 2020 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20 年，江苏省消费品市场逐步

回稳，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086.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6%。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下降 1.6%；农村消费品零售额下降 1.3%。按行业分，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下降

1.0%；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下降 7.9%。全省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0.3%。 

根据 2020 年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20 年，安徽省全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8,33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5,102.1 亿元，增

长 2.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3,231.6 亿元，增长 3.9%。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 16,353.3 亿

元，增长 3.8%；餐饮收入 1,980.4 亿元，下降 6.3%。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3,099,168,152.26 12,035,138,056.00 8.84 12,871,289,893.10 

营业收入 8,389,187,376.38 12,441,176,211.25 -32.57 11,416,243,188.4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2,881,070.41 267,290,104.06 -46.54 202,105,143.9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7,999,559.81 227,284,158.49 -65.68 185,194,605.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759,296,068.36 4,675,789,405.23 1.79 4,598,422,541.6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73,574,108.07 322,205,449.72 78.02 -1,609,775.9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31 -41.94 0.2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31 -51.61 0.2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3.11 5.77 减少2.66个百

分点 

4.46 

 

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

知》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在新准则实施日，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影响收入同比下降。 

根据新准则要求，公司自 2020 年开始联营收入按照净额法进行核算。为了保证可比性，2019

年同期营业收入按照新收入准则口径列式，与 2020 年营业收入比较如下：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389,187,376.38 8,864,468,856.96 -5.36 

2、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较大，一是受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导致利润下降；二是公司

在疫情期间主动为中小租赁业户减免租金及让利约 7791 万元，导致其他业务收入下降；三是，疫

情期间，受社会供应链影响，多数商品进价上升，公司为主动履行保供应、稳物价、惠民生的社

会责任，普遍采取限价、低价等销售政策，超市业态毛利率有所降低。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410,333,499.14 2,018,733,156.94 2,001,577,223.35 1,958,543,49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070,908.53 58,846,557.53 61,843,131.04 90,262,29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71,347,060.82 35,509,125.12 41,362,542.66 72,474,952.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7,523,611.00 -362,996,642.26 624,257,961.59 -155,210,822.2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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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6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52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6,698,500 171,129,589 19.8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

限公司 

0 122,170,664 14.20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连云港市嘉瑞宝商业

发展有限公司 

42,014,217 42,014,217 4.88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

司 

0 42,000,000 4.88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26,480,342 26,480,342 3.08 0 无 0 其他 

徐恭藻 0 21,166,523 2.4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青岛恒荣泰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2,277,700 15,044,809 1.7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林 5,692,300 10,442,300 1.2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苏乃坤 2,228,370 9,167,070 1.0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曹莉娟 0 9,035,120 1.0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青岛钧泰基金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34%的股权，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

股权。徐恭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徐恭藻为青岛钧泰

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大股东。曹莉娟为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且为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其他

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公司直接融资规模再上新台阶，成功发行 18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为公司宏观战略部署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保障和有力支持；2020 年，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

斥资 1.6 亿元回购公司 A 股流通股份 2648 万股，用于股权激励，在完善公司激励机制的同时进一

步提升股东回报。 

2020 年，公司各项业务板块蓬勃发展，胶州智慧供应链及粮食产业园以及华东区供应链及现

代物流总部基地正式启用，公司投入使用的物流仓储面积达 40 万平米，南北物流格局日臻完善，

豆制品厂、豆芽厂等正式投产，公司进一步向上游生产加工领域扩张，持续夯实供应链核心壁垒；

在新冠疫情对百货零售行业造成巨大冲击的不利影响下，公司继续稳步推进零售终端布局，总建

筑面积约 17 万平米的胶州购物广场盛大开业，新开中型超市、直营便利店及福记农场生鲜社区店

20 余家，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利群时代经过新一年的整合调整，经营管理水平持续向好，2020

年，利群时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外租商户减免租金约 1146 万元的情况下，较同期仍减亏 1.07



亿元，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同时，公司线上线下协同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利群网商及利群采购平

台持续优化，经营模式与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与线下协同效应凸显；各品类品牌代理公司深入

挖潜，不断做大做强、做精做细，在满足公司零售门店的业务需求外，积极拓展外销业务，打造

新的利润增长点。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成功发行，助力公司战略扩张。 

2020，公司成功发行 18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此次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上市，推动公司直接融资规模再上新台阶，是公司借助资

本市场实现长远战略规划的又一重要举措。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利群百货集团总部及商业广场项目、烟台莱州市利群广

场项目、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以及利群智能供应链及粮食产业园二期项目。募投项目的建设

将进一步助力企业稳健扩张，扩大公司零售连锁规模，完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司物流仓储配送能力，积极拓宽供应链覆盖范围，深化全产业链把控能力，在

更好地支持公司零售门店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化配送规模和水平，提升经济及社会效益。 

二、加快零售布局，零售连锁经营规模稳健扩张。 

基于公司多年来在零售领域的沉淀和经营优势，2020 年，公司继续发力布局零售板块，17

万平米的胶州购物广场、莱州瑞莱超市、20 余家便利店及“福记农场”生鲜社区店相继开业，零

售连锁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截止 2020 年底，公司合计拥有 89 家大型零售

门店、便利店及“福记农场”生鲜社区店共 81 家。大型零售门店经营面积 229.84 万平米，其中

自有物业面积 79.80 万平米，占门店总经营面积的 34.72%。 

此外，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蓬莱、莱州等地商业综合体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公司紧抓

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机遇，继续在经营业务领域精耕细作，实现零售连锁经营规模稳健扩张。 

三、深化品牌资源整合，加深供应链社会化。 

2020 年，胶州智慧供应链及粮食产业园以及华东区供应链及现代物流总部正式启用，豆制品

加工厂、豆芽厂正式投产，公司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完善。截至 2020 年底，胶州和淮安两大物流

基地已投入使用的面积超过 16 万平米，公司总仓储面积达 40 万平米，整体仓储规模及配送能力

显著提升，产品深加工能力显著增强；此外，公司继续加快胶州和淮安物流基地的中央厨房、电

商仓库、粮食库、常温仓库等模块的建设进度，在建面积近 30 万平，预计 2021 年全部投入使用，

公司南北物流格局日臻完善，能够更好地为鲁、苏、皖、沪各零售门店提供配送服务，满足公司

经营需要的同时，积极地提供第三方仓储物流配送服务，进一步彰显供应链社会化能力，有力地



支撑公司在华东区的市场发展布局。 

2020 年，公司继续深化品牌代理业务，拓宽品牌代理范围，扩大品牌代理区域，新成立福盛

昌水产有限公司，继续将代理品类做细做专。截至 2020 年底，公司旗下拥有各品类品牌代理子公

司近 30 家，共代理销售国内外百货、超市和家电知名品牌 700 余个，拥有众多知名品牌的区域代

理权，渠道合作品牌 5000 余个。 

四、持续优化线上购物模式，业务规模不断攀升。 

2020 年，公司对电商板块进行了战略调整，电子商务公司根据业务模式重新调整组织架构，

搭建部门团队，不断理顺各个环节工作流程，加速平台建设和功能开发，推广自媒体矩阵营销，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会员数量大幅提升至近百万人。 

2020 年，公司在做好利群网商的宣传推广工作的同时，持续优化网商界面体验，提升用户使

用率，增强顾客粘性；加强与各门店的沟通交流，将门店线下活动带到线上开展，实现线上线下

互通促销，通过公众号、朋友圈等增加与顾客的沟通互动，提升顾客购物的体验感和满意度，提

高利群网商的品牌知名度。此外，不断升级利群采购平台 APP，进一步丰富 B2B 产品线，业务规

模不断攀升。 

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彰显社会影响力。 

2020 年是“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收官之年，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继续承接并完成了

青岛市“菜篮子”蔬菜储备和投放工作，其中疫情储备 2000 吨，冬季储备 2100 吨，国庆储备 1600

吨，豆制品储备 500 吨，企业供应链资源的社会化能力进一步彰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对口贫困地区开展商品采购、定向捐赠等一系列有广度、有深度的扶贫支援工作。公司深入

贵州、甘肃等贫困地区共计收购果蔬 140 吨，金额 82 万元，积极帮助农户销售滞销果蔬 200 余吨，

助力国家脱贫攻坚工作。 

新冠疫情期间，公司组织广大干部员工坚守岗位，全面布置生鲜果蔬、米面粮油、消毒用品

等民生商品及防疫物资的资源储备和供应工作，保供应，稳物价，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做出了突出

贡献，得到了国家商务部、青岛市商务局等政府部门的高度赞扬和书面肯定。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同时，允许企

业提前执行。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

行上述新收入准则，同时不对 2019 年比较期间信息进行重述。 

公司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 1月 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请见 “第十

一节 财务报告 五、44.（3）2020 年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限公司等

102 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新设增加青岛扬达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商联兴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等 8 家，因泰州市姜堰区百昌物业有限公司等公司注销减少 3 家。 

详见本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本报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