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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南方航空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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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董事长王昌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马

须伦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会计师肖立新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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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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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80 306，646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8，431 63，863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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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8 5，087 -2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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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1 37，633 -4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262 2，649 -29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353 2，459 -31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61 4.10 减少12.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2 -29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2 -295.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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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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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

所得税影响额 -31

合计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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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0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

限公司

4,528,431,323 36.92

489,202,

658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1,750,424,907 14.27 0 未知 — 境外法人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 1,634,575,925 13.32

600,925,

925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531,265,211 4.33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

限公司

490,980,970 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320,484,156 2.61 0 无 0 国有法人

美国航空公司 270,606,272 2.21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

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42,524,916 1.98 0 无 0 国有法人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

140,531,561 1.1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

金管理（广州）有限

公司－国新央企运营

（广州） 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70,006,275 0.5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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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4,039,228,665 人民币普通股 4,039,228,665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50,424,907 境外上市外资股 1,750,424,907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 1,033,65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33,65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1,265,211 人民币普通股 531,265,211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490,980,970 人民币普通股 490,980,97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0,484,156 人民币普通股 320,484,156

美国航空公司 270,606,272 境外上市外资股 270,606,27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42,524,916 人民币普通股 242,524,916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40,531,561 人民币普通股 140,531,561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

司－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70,006,275 人民币普通股 70,006,2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南龙控股有限公司和航信（香港）有

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1，671，287，925股H股股票（含限售股），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

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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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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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合并资产负债表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预付款项 448 1，591 -71.84 主要为预付航油款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66 2，697 50.76 主要为受疫情影响产生税务亏损所致

预收款项 2，997 10，303 -70.91 主要为受疫情影响，退票增加，预售票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291 3，976 -42.38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支付2019年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247 760 -67.50

主要为主营收入下降及本报告期产生税务亏损导致所

需支付税费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4，501 2，391 88.25 主要为报告期内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应付债券 18，246 11，246 62.24 主要为发行中期票据及公司债所致

3.1.2合并利润表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21，141 37，633 -43.82 主要为受疫情影响，主营收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2，633 -41 6，521.95 主要为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98 163 -466.87 主要为受疫情影响，联营公司产生亏损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4 -147 -83.67 主要为本期衍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93 890 -278.99 主要为本报告期亏损，导致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3.1.3�合并现金流量表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15，829 38，189 -58.55 主要为受疫情影响，主营收入减少及退票增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697 462 50.87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440 -100.00 主要为上期收回理财产品到期款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293 5，164 -74.96

主要为受疫情影响， 本期飞机及其他固定资产引进减

少所致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9，388 6，033 221.37 主要为本期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22，500 12，000 87.50

主要为本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和公司债

券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0，812 18，659 65.13 主要为本期偿还短期借款及超短期融资券增加所致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支付

的现金

232 / / 主要为本期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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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30日，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中国南

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公司与南龙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认购中国南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统

称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拟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全部A股股票，南龙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龙控股” ）拟以现金全额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H股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及H股股票已经公司2019

年12月27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20年4月15日，本公司完成向南龙控股发行H股普通股608，695，652股，同时，

本公司已与南龙控股顺利完成相关股份认购及交割事宜。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

4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南方

航空关于完成向南龙控股有限公司发行H股股票的公告》。

2020年4月2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

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南方航空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3.3本公司年度SPV担保授权执行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设立南航1-27号、 重航1号以及厦航

1-17号共45家SPV。 公司已实际为南航1-10号、南航12-26号分别提供担保金额约

1.50亿美元、1.10亿美元、0.89亿美元、0.16亿美元、0.92亿美元、0.35亿美元、0.35亿美

元、0.35亿美元、5.88亿美元、5.17亿美元、0.25亿美元、0.25亿美元、0.33亿美元、3.11亿

美元、5.27亿美元、1.49亿美元、2.50亿美元、0.51亿美元、0.51亿美元、0.48亿美元、0.48

亿美元、0.48亿美元、2.78亿美元、2.04亿美元、4.73亿美元， 重庆航空为重航1号提供

担保金额约3.60亿美元， 厦门航空为厦航1-17号分别提供担保金额约0.17亿美元、

0.11亿美元、0.11亿美元、0.14亿美元、0.15亿美元、0.20亿美元、0.09亿美元、0.14亿美

元、0.15亿美元、0.15亿美元、0.16亿美元、0.13亿美元、0.19亿美元、0.18亿美元、0.18亿

美元、0.13亿美元、0.12亿美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上述43家SPV提供的担保金额合

计约为47.98亿美元，按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7.08计算，约为人民币339.70亿元，均

包含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授权额度范围内。

3.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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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1月下旬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 ）在全球蔓延，导致航

空需求锐减。 截至目前，我国整体疫情控制情况呈现向好趋势，国内多个省市采取差

异化的复产复工政策，境内的航空客运需求出现一定程度恢复。但由于国际疫情持续

扩散，国际航空限制政策趋严，国际航空客运量进一步减少。 本集团积极应对市场需

求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大力削减各项成本。 鉴于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对民航

运输业的严重影响， 预计本集团2020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将受到较大不利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昌顺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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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章程第一百七

十八条规定，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以董

事签字同意方式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符合最

新修订后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规及相应发行监管问答的要求， 公司不对上述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进行调

整。

由于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昌顺先生、马须伦先生、韩文胜先

生回避对于上述议案的表决。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4人，实际参会董事4人。 会议的召

开及表决等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01366

公司简称：利群股份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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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恭藻、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胥德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常雅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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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1,428,162.81 12,035,138,056.00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05,327,766.51 4,675,789,405.23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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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523,611.00 -19,461,401.18 2,5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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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333,499.14 3,594,497,726.51 -3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070,908.53 96,928,248.44 -17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347,060.82 68,742,880.66 -20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 2.10 减少3.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1 -17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1 -172.73

主要财务数据说明：

（一）营业收入

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较同期减少11.84亿，同比下降32.94%，是由于2020年1月1

日起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联营收入按照净额法进行核算，影响营业收入76,012.10

万元，剔除此因素，公司营业收入实际下降11.80%，主营业务收入下降10.82%；其中

超市业态主营业务收入上升17.91%，百货业态、家电业态主营业务分别下降38.16%、

25.63%。 新冠疫情期间，公司百货、家电业态客流受影响较大，营业时间缩短，客流较

小，收入明显下降。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公司经营逐渐好转，各业态营业收入在逐月

提高。

（二）净利润

1.公司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16,509.39万元，主要系2020年

春节后疫情爆发，企业营业收入下降较大，同时受疫情影响，多数商品进价上升，为保

供应、稳物价普遍采取限价、低价销售政策，毛利率有所降低。收入和毛利率下降对报

表利润影响较大。

2.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中小商户共渡难关，一季度为中小商户主动减免租

金等6,222.3万元。

3.利群时代门店经过1年多的市场培育，经营稳步向好，2020年一季度较同期亏

损收窄3,040.03万元。

综合以上因素导致公司净利润减少。

（三）经营现金流量

公司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4.87亿元， 主要系预收款

项大幅上升及合理控制备货成本及费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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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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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2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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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95,1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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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

所得税影响额 -665,173.55

合计 3,276,1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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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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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4,421,089 17.95 151,471,542 质押 6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22,170,664 14.20 122,170,664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 42,000,000 4.88 42,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徐恭藻 21,166,523 2.46 21,166,52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6,708,500 1.9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Goldman� Sachs��� Shandong�

Retail�Investment�S.à r.l.

16,708,500 1.94 0 无 0 境外法人

青岛恒荣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14,364,509 1.6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曹莉娟 9,035,120 1.05 9,035,1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健 8,308,634 0.97 8,308,634 质押 5,720,000 境内自然人

纪淑珍 7,404,923 0.86 0 质押 2,860,0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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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70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08,500

Goldman�Sachs���Shandong�Retail�Investment�S.

à r.l.

16,70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08,500

青岛恒荣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4,364,509 人民币普通股 14,364,509

纪淑珍 7,404,923 人民币普通股 7,404,923

苏乃坤 7,106,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06,000

李林 4,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50,000

UBS��AG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赵斌 3,854,250 人民币普通股 3,854,250

侯秀琳 3,805,384 人民币普通股 3,805,384

王维平 3,5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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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为利群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且为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王健为利群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和Goldman�Sachs�Shandong�Retail�

Investment�S.à r.l. 均是由高盛集团全资拥有的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所拥有的

投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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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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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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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较同期减少11.84亿，同比下降32.94%，是由于2020年1月1

日起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联营收入按照净额法进行核算，影响营业收入76,012.10

万元，剔除此因素，公司营业收入实际下降11.80%，主营业务收入下降10.82%；其中

超市业态主营业务收入上升17.91%，百货业态、家电业态主营业务分别下降38.16%、

25.63%。 新冠疫情期间，公司百货、家电业态客流受影响较大，营业时间缩短，客流较

小，收入明显下降。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公司经营逐渐好转，各业态营业收入在逐月

提高。

（二）净利润

1.公司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16,509.39万元，主要系2020年

春节后疫情爆发，企业营业收入下降较大，同时受疫情影响，多数商品进价上升，为保

供应、稳物价普遍采取限价、低价销售政策，毛利率有所降低。收入和毛利率下降对报

表利润影响较大。

2.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中小商户共渡难关，一季度为中小商户主动减免租

金等6,222.3万元。

3.利群时代门店经过1年多的市场培育，经营稳步向好，2020年一季度较同期亏

损收窄3,040.03万元。

综合以上因素导致公司净利润减少。

（三）经营现金流量

公司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4.87亿元， 主要系预收款

项大幅上升及合理控制备货成本及费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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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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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恭藻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证 券 代

码：601366� � �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9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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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的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门店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大型零售门店无变动，便利店及生鲜社区店新开业3家。

二、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一）主营业务分业态情况

单位：元

经营

业态

主营业务收入 毛利率

本期 上期 同比增长 本期 上期 同比增长

百货业态 310,835,701.60 1,458,028,320.04 -78.68% 33.48% 17.84% 87.67%

超市业态 1,677,936,031.33 1,557,901,403.60 7.70% 16.61% 18.90% -12.10%

家电业态 236,462,558.36 331,766,588.91 -28.73% 3.85% 13.01% -70.44%

合计 2,225,234,291.29 3,347,696,312.55 -33.53% 17.61% 17.85% -1.33%

说明：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因疫情和新收入准则实行的影响下降比例较大，自

2020年1月1日期，公司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联销经营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剔除实

行新收入准则影响，公司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下降10.82%，其中超市业态同比上升

17.91%，百货业态和家电业态因受疫情影响较大，分别同比下降38.16%和25.63%。随

着疫情的逐步控制，公司经营逐渐好转，经营复产率在逐月提高。

（二）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毛利率

本期 上期 同比增长 本期 上期 同比增长

山东区域 1,890,096,618.74 2,936,696,818.48 -35.64% 18.51% 18.68% -0.89%

华东区域 335,137,672.55 410,999,494.07 -18.46% 12.52% 11.90% 5.24%

合计 2,225,234,291.29 3,347,696,312.55 -33.53% 17.61% 17.85% -1.33%

说明：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因疫情和新收入准则实行的影响下降比例较大，剔除实

行新收入准则影响，山东区域和华东区域同比下降10.19%和15.35%。

以上经营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

慎使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0

债券代码：

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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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5月21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金鼎大厦33楼第三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21日

至2020年5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1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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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并于2020年4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1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8/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

司、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徐恭藻、徐瑞泽、丁琳、王文、曹莉娟、王健、狄同伟、丁振

芝、赵元海、盛小红、苏维民、李青、徐立勇、阎鹏、于华。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

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

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366 利群股份 2020/5/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①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

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②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有代理人

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③股东可用传真、信函或邮件方式进行登记，须在登记时间2020年5月18日上午

11:30前送达，传真、信函或邮件登记需附上上述1、2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出席

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传真、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并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

明联系电话。

④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

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

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

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二）登记地点：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金鼎大厦三十五楼证券部

邮编：266100

联系人：张兵、崔娜

联系电话：0532-58668898

传真：0532-58668998

邮箱：lqzhengquan@iliqun.com

（三）登记时间：2020年5月18日上午9:00-11:30

六、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21日召开的贵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 《关于公司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1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1

债券代码：

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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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44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利

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利群转债” ）180,000万元，每张面值100元，共计1800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期限6年。 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恭藻、赵钦霞、徐瑞泽及其一致行动人利群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群集团” ）、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泰

投资” ）、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群投资” ）共计配售利群转债4,016,

130张，占发行总量的22.31%。

2020年4月21日至2020年4月22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利群转债1,80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0%。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披露的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提示性公告》（2020-025）。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接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通知，2020年4月27日

至2020年4月29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累计减持利群转债1,80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0%。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 减持前持有数量（张）

减持前占发行总量

比例

减持数量（张） 减持后持有数量（张）

减持后占发行总量比

例

利群集团 1,620,000 9.00% 1,620,000 0 0

钧泰投资 596,130 3.31% 180,000 416,130 2.31%

利群投资 0 0 0 0 0

徐恭藻 0 0 0 0 0

赵钦霞 0 0 0 0 0

徐瑞泽 0 0 0 0 0

合计 2,216,130 12.31% 1,800,000 416,130 2.31%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