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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694 公司简称：大商股份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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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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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9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201,371,759.39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120,137,175.94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5,923,348,053.16 元。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总股本 293,718,65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7.7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26,163,362.81 元，本年度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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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商股份 60069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晖 唐崇文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1号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1号

电话 0411-83643215 0411-83643215

电子信箱 dashanggufen@126.com dashanggufen@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商业零售业务，涉及百货、超市、电器等经营业态。 公司经营模式

为多业态、多商号的混合发展模式，包括现代高档百货麦凯乐、大型综合购物中心新
玛特、时尚流行百货千盛百货、实体商业专业平台大商城市乐园、改造升级的老字号
百货和以实体零售网络为依托的天狗网销售平台。

2019 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零售业增长也进
一步趋缓。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及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的数据，
2019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411,649 亿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 8%(扣除价格
因素后，实际增长 6%)，较上年放缓 1 个百分点；2019 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
零售额同比下降 0.3%，增速较上年下降 1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 线上零售加快向实体经营下沉， 实体零售持续受到线上零售高速增
长带来的冲击， 传统实体店之间竞争依然激烈。 2019 年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实现
85,2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20.7%，比上年
提高 2.3 个百分点；2019 年实体店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5.4%， 较上年放缓 0.5 个百分
点；2019 年公司主要营业地区新开业 2 万平米以上商场情况如下：辽宁 7 家，黑龙家
4 家，吉林 2 家，内蒙古 2 家，山东 24 家，河南 1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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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8,954,784,087.99 17,668,108,938.58 7.28 17,641,971,812.45
营业收入 21,887,874,447.35 23,867,262,859.27 -8.29 26,743,513,679.7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93,351,500.76 987,789,826.36 -9.56 876,556,293.0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31,614,908.11 983,962,699.13 -15.48 850,922,739.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995,099,499.11 8,079,241,543.79 11.34 7,355,029,336.8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97,860,006.15 164,381,446.07 507.04 197,864,898.4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3.04 3.36 -9.52 2.9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3.04 3.36 -9.52 2.9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48 12.80 减少 2.32个百

分点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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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7,892,579.56 5,272,325,423.21 4,978,767,454.51 5,138,888,99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87,776,397.36 245,647,828.00 203,158,558.80 56,768,71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77,435,084.05 233,570,883.94 140,858,469.17 79,750,47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3,640,228.70 44,603,865.87 89,571,604.24 340,044,3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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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0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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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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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9,315,774 85,917,923 29.25 质押 35,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保守型投资组合 0 44,028,289 14.99 无 未知

大连国商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0 25,013,382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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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 10,800,000 3.68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8,721,300 2.97 无 未知

毛越明 1,600 4,770,518 1.62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01,281 2,975,229 1.01 无 未知
大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0 2,516,085 0.86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38,163 1,486,787 0.51 无 未知

吕科才 417,130 1,352,206 0.46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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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88 亿元， 同比下降 8.29%； 实现营业利润

14.85 亿元，同比下降 9.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3 亿元，同比下
降 9.5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2 亿元，同比下降
15.48%；每股收益 3.04 元；截至 2019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189.55 亿元，同比增长
7.2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9.95 亿元，同比增长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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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公司按照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
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
据准则的规定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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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99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简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大连国际商贸大厦有限公司(“国贸大厦”)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连大商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大商矿泉水”)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100% 100%

大连大福珠宝经营有限公司(“大福珠宝”)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连亚瑟王服饰有限公司(“亚瑟王服饰”)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商羊绒时装（大连）有限公司(“羊绒时装”)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连大商钟表有限公司(“大商钟表”)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连大商天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天狗网”) 控股子公司 1 35% 35%
大商天狗电子商务（香港）有限公司(“天狗香
港”)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35% 100%

大连大商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大商黄金珠宝”)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商城市乐园（大连）有限公司(“城市乐园（大
连）”)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沈阳
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 1 97% 97%

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沈阳物业”) 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2 58% 60%

大商吉林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吉林
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7% 100%

鞍山华奇置业有限公司(“鞍山华奇置业”)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7% 100%

沈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
司(“铁西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 1 97% 97%

沈阳于洪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于洪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7% 100%

大商抚顺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抚顺百货”)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铁岭新玛特有限公司(“铁岭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0% 100%

大商丹东新玛特有限公司(“丹东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0% 100%

大商抚顺望花新玛特有限公司(“望花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0% 100%

大商抚顺东洲新玛特有限公司(“东洲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0% 100%

大商抚顺商业城有限公司(“抚顺商业城”)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抚顺商贸大厦有限公司(“抚顺商贸大厦”)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抚顺新玛特有限公司(“抚顺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抚顺大商远方物流配送经贸有限公司(“抚顺物
流”)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0% 100%

大商抚顺顺城新玛特有限公司(“顺城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0% 100%

大商抚顺东洲超市有限公司(“抚顺东洲超市”)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抚顺清原商场有限公司(“抚顺清原商场”)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丹东）生活广场有限公司(“丹东生活广
场”)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商抚顺永新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抚顺永新”)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商锦州百货大楼有限公司(“锦州百货”)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锦州千盛购物广场有限公司(“锦州千盛”) 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2 81% 90%

大商锦州锦华商场有限公司(“锦华商场”)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锦州家家广场有限公司(“锦州家家广场”)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锦州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锦州新玛
特”)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锦州锦绣前程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锦州锦
绣前程”)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商营口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营口新玛
特”)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本溪）商业大厦有限公司(“本溪商业大
厦”)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阜新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阜新新玛
特”)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商阜新千盛百货有限公司(“阜新千盛”) 控股子公司 1 97% 97%
大商集团朝阳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朝阳
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 1 59% 59%

大商吉林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吉林百货”) 控股子公司 1 96% 96%
大商大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大庆
新玛特”)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庆大商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大庆百货大楼”)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100% 100%

大庆大商让胡路商场有限公司(“大庆让胡路”)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100% 100%

大庆大商新东风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大庆新东
风”)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100% 100%

大庆大商湖滨超市有限公司(“大庆湖滨超市”)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100% 100%

大庆大商龙凤商场有限公司(“大庆龙凤商场”)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100% 100%

大庆大商乙烯商场有限公司(“大庆乙烯商场”)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100% 100%

大庆新玛特影城有限公司(“大庆新玛特影城”)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100% 100%

大商大庆长春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大庆长春
堂”)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庆市百大宾馆有限公司(“百大宾馆”)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庆千盛百货有限公司(“大庆千盛”)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庆市龙凤购物有限责任公司(“龙凤购物”) 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2 84% 84%

大商股份牡丹江百货大楼有限公司(“牡丹江百
货”)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股份七台河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七
台河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2 77% 85%

大商股份牡丹江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牡
丹江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 1 88% 88%

大商股份鸡西新玛特广益街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鸡西广益街”)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股份鸡西新玛特中心街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鸡西中心街”) 控股子公司 1 85% 85%

大商股份延吉千盛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延吉千
盛”) 控股子公司 1 85% 85%

大商佳木斯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佳木斯百货”) 控股子公司 1 94% 94%
大商富锦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富锦新玛
特”)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4% 100%

大商佳木斯华联商厦有限公司(“佳木斯华联”) 控股子公司 1 94% 94%
大商佳木斯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佳
木斯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双鸭山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双鸭山
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伊春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伊春百货”) 控股子公司 1 90% 90%
大商集团郑州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郑州
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 1 98% 98%

河南正弘国际品牌销售有限公司(“正弘国际”)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98% 100%

大商股份郑州商业投资有限公司(“郑州投资”) 控股子公司 1 99.80% 100%
大商股份(郑州)商贸有限公司(“郑州商贸”) 控股子公司 1 58% 58%
大商集团开封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开封
新玛特”)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商许昌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许昌新玛
特”) 控股子公司 1 98% 98%

大商集团（新乡）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新
乡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 1 92% 92%

大商集团（新乡）新生活时代广场购物有限公
司(“新乡百货”)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漯河千盛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漯河千盛”)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漯河新玛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漯河新玛特”)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信阳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信阳新玛
特”) 控股子公司 1 60% 60%

南阳大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阳地产”)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麦凯乐（青岛）百货总店有限公司(“青岛麦凯
乐”)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淄博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淄博商厦”) 控股子公司 1 71% 71%

淄博中润新玛特有限公司(“中润新玛特”)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71% 100%

东营旭福商贸有限公司(“旭福商贸”)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71% 100%

淄博远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远方物业”)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56% 80%

淄博远顺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远顺设备”)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56% 80%

山东威海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百
货”) 控股子公司 1 70% 70%

威海凯奥贸易有限公司(“威海凯奥”)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70% 100%

威海展宏贸易有限公司(“威海展宏”)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70% 100%

威海市威百照相器材有限公司(“威百照相”)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70% 100%

威海品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品云咨询”) 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70% 100%

大商（威海）进出口有限公司(“威海进出口”) 控股子公司 1 70% 70%
中百商业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中百联”) 控股子公司 1 68% 68%
四川省自贡市大商投资有限公司(“自贡投资”)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意兰服装有限公司(“意兰服装”)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连大商集团营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口
地产”)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烟台大商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地产”)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商历思联行物业管理（烟台）有限公司(“大商
历思联行物业”)

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2 55% 55%

香港新玛有限公司(“香港新玛”)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大商新玛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深圳新
玛”)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100% 100%

深圳市前海新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前海新
玛”)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 100% 100%

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原因、 以及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
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依据说明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4 户，减少 2 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

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大连大商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大商城市乐园（大连）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鞍山华奇置业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大商历思联行物业管理（烟台）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
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哈尔滨麦凯乐百货总店有限公司 注销

大商新玛（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注销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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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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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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汪晖、闫莉回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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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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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其他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预

计 2019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额度为人民币 9.39 亿元左右。 2019 年度公司实际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人民币 7.40 亿元， 其中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人民币
2.02 亿元，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人民币 4 亿元，委托管理人民币 0.05 亿元，房屋租
赁人民币 1.33 亿元。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2019年预计
交易金额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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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22 1,048.87 新店开发不及预期

香港法智澳美贸易有
限公司 20,000.00 11,110.90 受外部环境影响，进口量低于

预期
Australia�Aulong�Auniu�
wang�Pty�Ltd. 3,191.30 10.42 供应商出货计划调整

大商茶业 3,495.00 928.08 供应商出货计划调整
大连易玛特软件开发
中心 250.77 11.02 节能降耗电子设备采购降低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859.63 454.64
鞍山商业投资有限公
司 340.66 0.33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7.10 57.87

桂林微笑堂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26.90 0.00

大连大商钟表有限公
司 ——— 0.00

大连大商影城有限公
司 0.58 3.83

大商集团哈尔滨麦凯
乐总店有限公司 21.55 0.00

焦作大商超市发展有
限公司 0.00 0.00

大商哈尔滨新一百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 5.13 0.00

接受劳务 大连大商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117.48 10.55 新店开发不及预期

接受劳务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410.10 229.11

其他 2,506.25 6,371.14 蔬果批发、接受劳务等业务增
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小计 32,810.67 20,236.76

销售商品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12,396.73 12,981.06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2,868.75 12,295.06

抚顺大商商业投资有
限公司 3,128.95 1,336.72 商品销售不及预期

大商集团（庄河）千盛
百货有限公司 2,956.42 2,359.52

桂林微笑堂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1,888.69 599.30 商品销售不及预期

大连大商潮店乐园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 3,314.40 2,136.79

大商集团东港千盛百
货有限公司 1,656.53 1,652.07

鞍山商业投资有限公
司 645.22 366.50

北京天客隆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631.52 104.59 商品销售不及预期

大商集团河南超市连
锁发展有限公司 695.64 379.67

大商集团沈阳千盛百
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377.01 225.14

大商哈尔滨新一百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 549.47 391.24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90.88 1,192.04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友
谊有限责任公司 960.80 1,769.89 商品销售超预期采购量增加

开原大商新玛特有限
公司 1,242.82 1,055.69

成都大商投资有限公
司 275.21 216.82

其他 1,254.30 935.0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小计 45,933.34 39,997.16

委托管理 大商集团 803.10 450.36
委托管理合计 803.10 450.36

房屋租赁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14.72 15.40
大庆大商影城有限公
司 120.11 113.05

淄博大商影城有限公
司 62.96 77.82

青岛麦凯乐大商影城
有限公司 80.15 91.95

吉林大商影城有限公
司 51.50 58.65

大庆市大商庆影影城
有限公司 131.43 0.00 闭店

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6,149.12 4,266.92

中兴—大连商业大厦 6,122.23 4,740.74
大连大商集团哈尔滨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09.08 867.13 闭店

大连大商集团盘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商置业）

1,897.18 1,649.72

大商集团新农村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412.98 356.29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390.67 365.73
其他 1,802.90� 737.39

房屋租赁小计 18,945.03 13,340.77
（三）预计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在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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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人民币 9.96 亿元左右，其中，购买商品和接受
劳务预计人民币 3.61 亿元左右，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预计人民币 4.69 亿元左右，委
托管理人民币 0.05 亿元左右，房屋租赁人民币 1.61 亿元左右。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实际交易金额 2020年预计发生额

贝莱德啤酒 购买商品 82.06 328.22

大商茶业 购买商品 928.08 1,020.89

大商管理 购买商品 57.87 63.66

大商新能源 购买商品 1,048.87 943.98

易玛特 购买商品 11.02 10.47

法智澳美 购买商品 11,110.90 15,555.26

澳牛王运营 购买商品 10.42 13.54

大菜市果品 购买商品 1,602.26 1,922.71

大菜市蔬菜 购买商品 924.56 1,109.47

大商集团 购买商品 454.64 11,366.11

风景装饰 接受劳务 3,633.55 3,270.20

大商集团 接受劳务 229.11 297.85

其他 143.42 161.98

合计 20,236.76 36,064.33

鞍山商业投资 销售商品 366.50 403.15

北京天客隆 销售商品 104.59 99.36

成都大商投资 销售商品 216.82 195.14

大商管理 销售商品 12,295.06 15,368.82

大商集团 销售商品 12,981.06 16,615.76

东港千盛 销售商品 1,652.07 2,032.04

抚顺商业投资 销售商品 1,336.72 1,630.80

桂林微笑堂 销售商品 599.30 719.16

哈尔滨地产 销售商品 615.35 738.42

哈一百 销售商品 391.24 469.48

河南超市连锁 销售商品 379.67 417.64

呼伦贝尔友谊 销售商品 1,769.89 1,946.88

开原新玛特 销售商品 1,055.69 1,161.26

商丘新玛特 销售商品 104.85 120.57

沈阳千盛 销售商品 225.14 270.17

新疆友好 销售商品 1,192.04 1,370.85

庄河千盛 销售商品 2,359.52 3,067.37

其他 2,351.65 236.72

合计 39,997.16 46,863.61

大商集团 人员委托管理 450.36 540.44

合计 450.36 540.44

新玛特影城 房产出租 180.14 216.17

于洪影城 房产出租 126.64 151.96

大庆影城 房产出租 113.05 130.00

哈尔滨地产 房产出租 867.13 953.84

新农村开发 房产承租 356.29 391.92

大商置业 房产承租 4,266.92 4,778.95

大商集团 房产承租 365.73 438.87

中兴大厦 房产承租 4,740.74 5,357.03

盘锦地产 房产承租 1,649.72 1,979.67

天河百盛 房产承租 157.50 1,134.03

其他 516.91 572.02

合计 13,340.77 16,1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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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大连商业大厦、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大连大商风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大商集团（庄河）千盛百货有限公
司、大商集团东港千盛百货有限公司、大连大商集团盘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
蒙古呼伦贝尔市友谊有限责任公司、 大商集团大连大菜市果品有限公司等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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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在日常关联交易全年累计发生预计额
度内签署相关协议。 2020 年预计与大商集团购买商品交易金额较 2019 年增加较
大，主要是因为大商集团取得茅台酒经销商资格，公司拟从大商集团采购茅台酒所
致。该项交易定价公允，销售茅台酒有利于公司调整品牌结构和增加新的利润增长
点，将对公司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二、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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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上商贸有限公司、天津开商沅商贸有限公司、大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前关商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696,784.64 万元，净资产：
1,265,281.4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482,486.82 万元，净利润：116,1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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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保仓商贸有限公司、牛钢、吕伟顺、曲祥、计勇凯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4,013,762.17 万元，净资产：

1,469,686.3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804,552.48 万元，净利润：142,9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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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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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5,599.75 万元， 净资产：

2,013.5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0.00 万元，净利润：4,3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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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503,410.92 万元， 净资产：

365,555.8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993.39 万元。
5、大连大商风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欣刚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 358 号 528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营业务：室内外装饰装修施工；金属门窗安装；建筑幕墙工程及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施工。（以上均凭资质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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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2,797.07 万元， 净资产：

1,298.44 万元，主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664.25 万元。
6、大商集团（庄河）千盛百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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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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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6,613.27 万元， 净资产：

1,103.3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1,393.73 万元，净利润：89.57 万元。
7、大商集团东港千盛百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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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3,589.31 万元， 净资产：-

536.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1,596.91 万元，净利润：279.98 万元。
8、大连大商集团盘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伟
住所：盘锦市兴隆台区中兴路地下 1-44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书经营），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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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218,864.98 万元， 净资产：

132,487.35 万元，主营业收入：136.86 万元，净利润：-5,184.18 万元。
9、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友谊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计勇凯
住所：海拉尔区桥头街 10 号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副食品、其他食品、粮油、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奶粉）的销售；百货、办公用品、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烟
酒、文化体育用品、家具、日用化学品、通讯器材、电脑耗材、厨房用具、金银饰品、
汽车装饰产品的销售；柜台租赁；影像广告；外贸业务；广告业务；中餐、住宿、熟食
加工、食品加工、中成药、西药、中药饮片、计划生育保健用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宠物食品、西餐、冷热饮、美容美发、室内装饰工程的施工、家用电器售后服务、
废旧家电回收）（限分支机构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仓储服务；装卸服务；普通道
路货物运输；场地租赁；场地管理费用、服务管理费用

主要股东：大商哈尔滨新一百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55,024.39 万元， 净资产：

31,559.36 万元，主营业收入：49,259.47 万元，净利润：7,680.20 万元。
10、大商集团大连大菜市果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宇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兴业街 9 号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水果、干果销售、收购；食品经营；国内一般贸易；企业管理咨询；市

场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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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9 成立， 于 2019 年开展经营业务， 暂无财务数

据。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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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8,211.90 万元， 净资产：

1,743.5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1,576.90 万元，净利润：9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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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 29.25%股份，中兴—大连商业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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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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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大商风景建筑装
饰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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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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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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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