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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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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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确认，本公司母公司 2017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6,584万元，加年初未

分配利润-50,806万元，报告期累计未分配利润为-44,222万元。 

鉴于母公司 2017 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资金需求，本次利润分配的

预案为：不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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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城 600306 *ST商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亮 张建佐 

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12号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12号 

电话 024-24865832 024-24865832 

电子信箱 sycgf3801@sina.com.cn sycgf3801@sina.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商业零售，主要业态是百货商场，公司经营模式是联营+租赁+自营。  

（2）报告期内，零售行业发展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低位运行影响，加之互联网、大数据、位置服务等信息

技术在零售行业的应用更加普遍，居民消费需求和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催生零售行业新供给新模

式，传统零售行业增速仍维持放缓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显示，2017 年全年，国内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2%，增速较 2016 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整体行业发展仍受要素成



本较高，利润率收窄等压力的影响，发展趋势未得明显改观。 

而公司所处在辽宁及沈阳区域内，受东北区域经济发展所限，传统的实体零售企业持续低迷，

行业面临消费复苏缓慢、渠道竞争激烈等困难，行业景气度仍在低位运行。受限于老工业基地机

制性和产业结构问题的影响，近些年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人口增长乏力，消费需求远不及一

线城市以及服务业、创新业务发达的二线城市。以零售为主的百货、购物中心纷纷陷入了客流少、

资金持续紧张尴尬的境地。整个地区的零售企业都面临着行业发展滞缓、各要素成本增加、利润

空间不断压缩的现状，企业经营环境日趋严峻。同时沈阳经过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商业地产面

临严重过剩，区域内大型零售企业家数众多，然服务功能、经营格局、营销手段、商场设计和建

筑规模等要素同质化现象严重。受上述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公司内部经营机构调整的影响，公

司的营业收入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明确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新时代有新气象，更有

新作为。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国内外形势虽然发生着复杂变化，但商业特别是零售业发展仍处于

战略机遇期。国内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宏观经济形势有望出现好转，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等信

息技术的深入应用，正在助力零售行业新零售业务趋势性发展变化，同时伴随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率的提升以及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都在促使消费市场进入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

升级加快、消费贡献不断提高的发展新阶段，零售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仍可期待。 

面对以上情况，公司不断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传统实体百货店转型升级发展之路，谋求建立准

确把握消费需求变化，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在经营技术手段上创新求变，根据消费者需

求不断完善调整经营业态布局，实施精准化、智能化营销；在管理上调整内部结构，引进优秀人

才加盟，寻找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十九大又为我们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我们更要时刻处于快

速变化，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上，团结奋斗，苦干实干，始终自我提升，跟上时代步伐；始终追

求卓越的创造、追求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顾客至上的服务，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632,592,036.32 1,686,037,070.48 -3.17 2,232,607,418.12 

营业收入 922,273,689.65 966,827,593.32 -4.61 1,250,897,007.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2,403,293.34 110,709,839.14 -25.57 -163,268,849.57 

归属于上市公 -112,342,852.37 -121,230,636.47   -156,067,855.45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9,334,206.21 66,930,912.87 123.12 -43,618,682.7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6,419,581.77 -11,883,083.14 574.79 15,965,461.8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6 0.62 -25.81 -0.9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6 0.62 -25.81 -0.9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6.21 943.32 减少867.11个百

分点 

-4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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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07,979.24 194,421,673.26 184,455,550.43 302,888,48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934,591.13 -29,663,981.12 -27,353,134.09 -32,514,18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042,469.78 -28,813,393.06 -26,767,623.17 -32,719,36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94,392.73 5,749,915.45 10,202,450.62 25,372,8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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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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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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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份数量 

中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3,141,624 24.22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市琪创能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5,925,090 8.94  质押 15,9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李欣立                                                                                                                             -420,000 4,600,000 2.58  无  
境内自

然人 

沈阳中兴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                                                                                                           
 4,233,578 2.38  无  

国有法

人 

李志斌                                                                                                                              3,720,100 2.09  无  
境内自

然人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粤财信

托聚利 1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542,101 0.87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王坚宏                                                                                                                              1,356,400 0.76  无  
境内自

然人 

施永雷                                                                                                                              1,178,600 0.66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梅                                                                                                                                1,065,944 0.60  无  
境内自

然人 

潘岳圆                                                                                                                              1,033,800 0.58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兆投资与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亦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2）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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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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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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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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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为：经销、联营和租赁等，公司主要以联营为主。2017 年度各模式下经营

数据为：单位：元 

经营模式 面积（平方米）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经销  2,855.85  198,445,961.56  173,273,294.96   12.68  

联营  49,063.41  670,329,385.96  590,685,760.56   11.88  

租赁  25,170.54  21,807,949.41     100.00  

其他  31,690,392.72    100.00  

合计 77,089.80 922,273,689.65  763,959,055.52   17.17  

注：其他模式为收取的托管费收入及供应商承担的物业管理费、电费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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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5月 10日颁布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

规定，公司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

本费用，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 计入其他收益的政

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将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同时要求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

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 了“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

据进行调整，将上期资产处置收益 35,470.45 元，从营业外收入 35,470.45元转入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列示，该调整对可比期间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净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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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五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 99.82 99.82 

辽宁国联家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沈阳商业城苏家屯超市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沈阳商友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  51  51 

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100 100 

（2）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