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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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布廷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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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

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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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3,908,507.86 10,321,154,438.52 2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275,674,514.56 2,683,053,610.35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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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055,157.86 237,696,689.25 2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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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5,405,527.65 1,308,155,612.38 2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2,983,133.82 -110,179,395.57 12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945,376.08 -122,013,293.04 118.8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218 -3.6361 增加 4.8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634 -0.2119 129.9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634 -0.2119 129.92 

说明：去年疫情因素及本期实施新租赁准则综合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关联项目

指标同比变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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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40,7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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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9,402.9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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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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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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7,459,109.9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421,1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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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65.66  

所得税影响额 -3,357,883.70  

合计 10,037,7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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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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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38,355 25.48 0 无  国家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000,875 10.00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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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25,000,000 4.81 0 无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银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

银座股份员工持股计划 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24,205,950 4.65 0 无  其他 

深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22,426,049 4.31 0 无  未知 

山东世界贸易中心 19,666,872 3.7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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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鲁商物产有限公司 9,673,327 1.86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648,675 1.28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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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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38,355 人民币普通股 132,53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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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

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北信瑞丰基金－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瑞丰基金－－银座股份员工持股

计划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205,950 人民币普通股 24,20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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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研究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48,675 人民币普通股 6,64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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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信瑞丰基金－银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银座股份员工持

股计划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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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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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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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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较年初

增减（%）  

 增减变

动原因  

应付账款  2,098,113,516.60  1,385,853,882.71   712,259,633.89    51.40  ※1  

变动幅度较大项目，原因说明如下： 

※1 应付账款较年初变动较大，主要系应付货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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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98,800,827.66 56,336,357.46 42,464,470.20 75.38 ※1 

利息收入 5,729,705.44 9,631,601.19 -3,901,895.75 -40.51 ※2 

其他收益 4,958,802.98 2,428,152.46 2,530,650.52 104.22 ※3 

投资收益 -1,045,633.45 -391,012.20 -654,621.25 -167.42 ※4 

资产处置收

益 
765,241.05 28,302.42 736,938.63 2,603.80 ※5 

营业利润 44,957,270.75 -132,179,994.44 177,137,265.19 134.01 ※6 

营业外收入 868,018.16 1,614,440.82 -746,422.66 -46.23 ※7 

营业外支出 640,758.25 417,034.31 223,723.94 53.65 ※8 

净利润 26,036,957.82 -118,473,983.52 144,510,941.34 121.98 ※9 

所得税费用 19,147,572.84 -12,508,604.41 31,656,177.25 253.08 ※10 

※1 利息支出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根据新租赁准则确认融资费用。 

※2 利息收入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银行承兑保证金利息收入，

本期无同类业务。 

※3 其他收益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以工代训补贴较多。 

※4 投资收益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确认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

减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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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营业利润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造成营业利润较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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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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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净利润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公司销售额下滑，净

利润较少。 

※10 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变动较大，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得税费用相应增

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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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049,097.86   237,696,689.25   687,352,408.61   289.17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2,090,085,259.39  1,474,420,309.92   615,664,949.47   41.76   ※2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68,089,520.07   51,714,999.01   16,374,521.06   31.66   ※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92,976,451.70   172,767,900.61   -79,791,448.91   -46.18   ※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938,405.53   -46,176,896.36   -49,761,509.17   -107.76   ※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521,376.44   6,060.00   515,316.44  8,503.57   ※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96,459,781.97   46,182,956.36   50,276,825.61   108.86   ※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0,482,657.38   241,350,969.19   -931,833,626.57   -386.09   ※8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60,000,000.00  1,345,000,000.00   -685,000,000.00   -50.93   ※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220,000,000.00   810,138,897.92   409,861,102.08   50.59   ※1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82,723,637.96   250,000,026.67   -167,276,388.71   -66.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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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较大，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少。 

※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公

司营业收入较少，本期较同期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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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增加。 

※4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销售及管理

费用金额减少。 

※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变动较大，主要原因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影响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

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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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主要原因

系本期处理固定资产较上年同期增加。 

※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主要原因系

本期支付工程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变动较大，主要原因系本期新租赁准则支付租金计入

本项目，造成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增多，影响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

少。 

※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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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主要原因系本期新租赁准则支付租

金计入本项目，去年同期为支付到期应付票据、银行承兑保证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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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九次临时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2020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0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截至2021年3月29日，公司2020年度员工持股

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上述股份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股票锁定期为12个月（2021年3月29日至2022

年3月28日）。公司进行员工持股期间，按要求发布了相关事项的公告和进展情况。有关事项详见

2020年9月24日至2021年3月29日期间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公司全资子公司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淄博银座”）于2020年9月24日

收到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传票及应诉通知书，淄博亿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

亿升实业”）因租赁合同纠纷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淄博银座，要求淄博银座支付房屋固定租

赁费、违约金等涉案金额共计36,782,954.31元，诉讼费用由淄博银座承担。根据淄博市中级人民

法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淄博银座一次性支付给淄博亿升实业房屋固定租赁费、场地使用费、

临时建筑物使用费等各项所诉费用共计26,716,651.22元。有关事项详见2020年9月26日、2021年1

月9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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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因工作调整，胡国栋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张林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根据工作需要，由公司总

经理康翔先生提名，聘任张林涛先生、程晓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职业经理人），聘任姜磊先

生、秦韶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职业经理人），任期为公司本届高管层届满为止。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杨松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杨松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相

关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在此期间，由董事会秘书负责证券事务代表相关工作。有关事项详见

2021 年 1 月 26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4）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泰安银座岱宗分公司（以下简称“岱宗分公司”）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向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泰安志高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志高公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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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志高公司赔偿岱宗分公司经济损失等涉案金额暂计 1,283.00 万元及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为进一

步明确申请人的权利诉求，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岱宗分公司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志

高公司赔偿岱宗分公司经济损失、税款损失等涉案金额暂计 3480.48 万元及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截至报告董事会审议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有关事项详见 2021 年 2 月 2 日、2021 年 2 月

27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控股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集团”）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并计划自此次增持实施之日起 6 个

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

持数量不低于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5%且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021 年 3 月 3 日，公司接

到商业集团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通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商业集团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132,538,3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4849%；商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202,638,9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9640%。有关事项详见 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3

月 4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6）公司及下属公司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11 日期间，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1,250.20 万元。有关事项详见 2021 年 3 月 13 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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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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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历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各续签协议一年。现协议即将到期，经第十二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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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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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事项详见 2021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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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工作变动，郭建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有关事项详见 2021 年 3 月 26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9）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对组织架构进行

调整。公司调整后的组织架构为：综合部、董事会办公室、纪委办公室、数字化经营中心、超市

事业部、运营中心、招商中心、物业安全中心、金融运营中心、财务管理中心。有关事项详见 2021

年 3 月 26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0）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对投资者提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回答，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有关事项已披露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1）许桂友曾因租赁合同纠纷向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要求公司赔偿装修损

失、利益损失等涉案金额共计 17,598,117.60 元，并由本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本案立案后，山东

省高密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许桂友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公司赔偿许桂友装修

损失、利益损失等涉案金额共计 1,159,381.08 元及本案诉讼相关费用。根据《山东省高密市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公司赔偿许桂友装修损失、利益损失等涉案金额共计 1,128,181.80 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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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费 15,043.64 元、减半收取 7,521.82 元，保全费 5,000.00 元、评估费 33,000.00 元、审计费

170,000.00 元，共计 215,521.82 元，由本公司负担。有关事项详见 2020 年 9 月 15 日、2021 年 4

月 28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2）截至本报告董事会审议日，公司拥有及托管的零售门店 187 家。目前，公司旗下拥有

的门店达到 126 家（潍坊临朐华兴商场 25 家门店），覆盖山东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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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家，其中社区门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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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布廷现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