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上半年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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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信息公告口径说明：项目前边注明集团的为集团一级

企业，未注明的为集团合并口径。

一、公司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鲁商集团

2．外文名称：Shandong Commercial Group Co.,Ltd.

3．法定代表人：王仁泉

4．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山师东路 4 号

5．经营范围：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对外投资与管理

6．办公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山师东路 4 号

邮政编码：250014

7．网址：http://www.lshjt.com.cn/

8．电子信箱: lushang@lushang.com.cn

9．公司简介: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鲁商集

团”）是 1992 年底由山东省商业厅整建制转体组建的大型国有



企业，经营范围包括现代零售、房地产、生物医药、文化传媒、

物产汽车、金融支付、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拥有两家上市公司

（“银座股份”600858、“鲁商置业”600223）、一家国家级农

产品物流工程技术中心和“银座”、 “明仁”等中国驰名商标，

从业人员近 20 万人。

二、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摘要

1、财务会计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1,991,407.41 1,889,273.18 5.41

营业总成本 1,585,696.88 1,499,868.53 5.72

销售费用 238,812.23 233,311.77 2.36

管理费用 76,741.47 78,123.27 -1.77

财务费用 40,802.14 40,502.47 0.74

营业利润 21,389.53 14,560.48 46.90

投资收益 1,864.45 8,673.67 -78.50

重大营业外收入 3,861.07 3,724.44 3.67

重大营业外支出 3,115.54 2,370.38 31.44

利润总额 22,135.05 15,914.55 39.09

已交税费总额 184,046.62 126,744.89 45.21

净利润 5,564.42 3,219.24 72.85



营业利润率 1.07% 0.77% 39.37

净资产收益率 0.60% 0.32% 87.50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8,633,921.88 8,453,287.30 2.14

负债总额 7,695,178.60 7,522,415.12 2.30

所有者权益 938,743.27 930,872.18 0.85

注 1：以上所列示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均为集团管理口

径合并报表数据，包含无投资关系的托管企业。

（2）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

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其他各项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确

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2017 年上半年重大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有：无；重大会计

估计变更：无

2、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1）营业总收入：199.14 亿元，比预算减少 2.8 亿元，

减幅 1.39 %；

（2）营业总成本：158.57 亿元，比预算减少 1.7 亿元，

减幅 1.06%；

（3）利润总额：2.21 亿元，比预算增加 0.79 亿元，增

幅 56%。

三、上半年经营情况

1.公司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1）经营情况综述：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199.14 亿元，同比

增加 5.41%；实现报表利润总额 2.21 亿元，同比增长 39.09%；

实现净利润 0.56 亿元。

注：以上所列示会计数据均为集团管理口径合并报表数

据，包含无投资关系的托管企业。

（2）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截止 2017 年 6 月底，公司资产总额 863.39 亿元，净资

产收益率 0.60%，成本费用总额 194.21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89.13%，同比增加 0.14 个百分点。

注：以上所列示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均为集团管理口径

合并报表数据，包含无投资关系的托管企业。

（3）投资状况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际完成投资额 5.31 亿元，投资占

全年计划 32.40 亿元的 16.39%。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82 亿

元，占投资总额的 71.97%；长期股权投资 1.49 亿元，占投

资总额 28.03%。

2.公司核心竞争力情况的分析

2017 年上半年，集团上下紧紧围绕年度工作部署，以改

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契机，深化改革，加大创新，努力稳

增长、提效益、控风险、增活力，取得较好效果。

（一）坚持稳中有进，主营业务保持适度扩张。各产业

贯彻稳中求进方针，围绕集团转型发展要求，积极拓展主营

业务，规模实力稳中有进。



（二）创新力度有所加大，新业务培育迈出步伐。各单

位围绕集团创新工作部署，立足实际加快创新步伐，在新业

务探索、经营模式创新和科研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

得了较好效果。

（三）积极开展扩销增效，内涵挖潜取得成效。面对日

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集团上下立足自身特点，不断加大扩销

增效、内涵挖潜、扭亏增盈工作力度，集团运营质量和效益

有所提升。

（四）改革改制稳步推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架构搭建

基本完成。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国企改革有关政策

精神，以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为重

点，稳步推进各个层面改革改制工作。

四、“三重一大”有关事项，主要是指按照纪委有关规

定和标准确认为的“三重一大”事项，主要包括：

1、有关重大决策：

（1）决定由银座汽车投资设立济南银座天之宝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并对项目的公司章程做进一步修改完善。

（2）决定设立集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有关重大人事任免：

（1）李林同志任集团党委常委、董事

（2）王志盛、布廷现、张志强同志任集团副总经理

3、有关重大项目安排及境外投资情况

（1）枣庄薛城店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35000万元，2017年计划投资13921.44



万元，上半年完成投资额 3516.68 万元，目前项目的土建部

分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及内外部装修。

（2）淄博银座中心店二期

该项目计划投资 3.39 亿元，2017 年计划投资 1.1 亿元，

上半年发生投资额 1570.88 万元，目前项目手续方面正在办

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方面目前地下室及地上一

层已浇筑完毕，地上二层模板支架施工中。

（3）东营银座中心店扩建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5 亿元，2017 年计划投资 500 万

元，上半年暂无实际投资，项目目前该正处在拆迁和变更规

划中，尚未开始施工。

（4）青岛乾豪项目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2.42 亿元，2017 年计划投资 2.57

亿元，上半年发生投资额 3210.5 万元，项目商业裙楼部分

已于 2016 年 1 月 31 日开业，写字楼部分除消防验收外，其

他验收已完成，工程建设已基本全部完工。

（5）德州大学路店二期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8000 万元，2017 年计划投资 7164

万元，上半年发生投资额 1400.14 万元，目前正在进行土建

安装阶段。

（6）临沂鲁商中心项目(零售部分)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8340 万元，2017 年计划投资 3207

万元，上半年产生投资额 23.85 万元。项目业态定位于奥特

莱斯，相关区划方案及商城动线再做相应调整。因该项目还



未签订合同，目前物业还未交付银座进行施工装修。

（7）菏泽和谐广场项目

该项目是由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租赁鲁商置业

菏泽凤凰城项目商业部分物业，对其进行装修改造，建设运

营菏泽和谐广场。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2.04 亿元，2017 年计

划完成全部投资，上半年实际完成投资 1542.99 万元，目前

正在按照计划节点有序推进工程施工、对外招商和人员招聘

工作。

（8）山东福瑞达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

项目总投资 2.44 亿元。项目自 2012 年 3 月开工，2017

年计划投资 3850 万元，上半年完成投资 2732 万元，目前，

一期 4 个地块的前三块已完成投资，2017 年投资重点为地块

四 97 亩土地的购买和前期熟化，该地块土地款以及契税、

印花税缴纳完毕，正在制作环评和地灾报告。

（9）朝能综合服务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9900 万元，2017 年计划投资 15755

万元。上半年实际完成投资 2938 万元。目前，项目主体框

架施工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

（10）齐鲁宾馆项目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24 亿元，2017 年计划投资约 4.26

亿元。上半年实现投资 1746 万元。目前，项目已完成立项、

环境影响评价和节能评估工作，目前正在办理项目开工前的

准备工作。

（11）天蒙一期项目



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 4.2 亿元，2017 年计划投资 6733

万元。上半年实现投资 2000 万元，主要为应付工程款，项

目已于 2016 年 7 月 16 日开业运营。

（12）石林项目

项目计划总投资 5000 万元，2016 年已取得临沂市发改

委立项批复，目前正在推进规划设计单位的遴选和资产交接

工作，尚未开工建设。2017 年计划投资 5000 万元，上半年

实际投资 132 万元，目前，项目已完成总规批复，完成可研、

节能批复、水保批复、土地预审等工作。

（13）鲁商国际物流园区项目

鲁商国际物流园区项目是由鲁商物产有限公司在物流

产业进行的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努力打造现代高端物流产业

链。2017 年项目计划投资 162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2000 万元用于物流园区开发建设，4200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鲁商国际物流园区项目现正在与高新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

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土地事宜，尚未进行计划的投资。

（14）银座国际汽车中心项目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5.08 亿元，截止 2016 年底累计完成

投资 20205 万元，上半年实际投资 4814 万元，目前，正积

极协调相关部门推进银座国际汽车中心项目，一期土地证等

相关土地手续已经基本办理完成，并已经开展施工图设计单

位、造价咨询单位的招标工作；积极推进二期项目用地招拍

挂工作。

（15）齐鲁医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 10.77 亿元，2017 年计划投资 6.89 亿

元，上半年实际完成投资 6467 万元，目前，前期工作已协

调好，各总承包商已进驻工地，正在进行单体建筑的基础建

设工作。

（16）设立鲁商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该项目拟由银座汽车与鲁商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全国性保险专业代理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计划 2017

年完成投资，上半年暂无实际投资，前期受国家政策影响，

未完成注册，目前正在推进保监会审批及工商登记注册相关

工作。

（17）上海鲁泰富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富源投资计划投资 3000 万元设立上海鲁泰富

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2017 年

计划完成实际出资 3000 万元，上半年暂时未投资。

（18）齐鲁中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增资

根据齐鲁中泰发展规划与资本筹集节奏安排，拟将齐鲁

中泰注册资本由 12,000 万元增加至 4.8 亿元，鲁证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认缴2.16亿元，山东富源投资有限公司认缴1.44

亿元。截止 2016 年底，山东富源已完成增资 4800 万元，2017

年计划增资 9600 万元，上半年完成投资 6000 万元。

4、大额资金的调度及使用情况：我公司严格落实“三

重一大”决策制度，调度使用资金，对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后

续跟踪审计，保证资金使用到位。

五、履职待遇及有关业务支出情况



2017 年上半年，集团公司领导人员通讯费用为 4.2 万

元，业务招待费用为 1.52 万元，差旅费用 7.86 万元。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 0 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