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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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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08,463,95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全聚德 股票代码 0021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颖 闫燕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 217 号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 217 号 

电话 010-83156608 010-83156608 

电子信箱 qjd@quanjude.com.cn qjd@quanjud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餐饮服务及食品加工、销售业务，旗下拥有“全聚德”、“仿膳”、“丰泽园”、

“四川饭店”等品牌。报告期末在北京、上海、杭州、长春等地拥有餐饮门店共计118家，其中

全聚德品牌门店110家，仿膳品牌门店1家，丰泽园品牌门店5家，四川饭店品牌门店2家，已

形成了以全聚德品牌为龙头,多品牌协同发展的态势。食品加工、销售业务主要为鸭坯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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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已形成以真空包装原味烤鸭、入味烤鸭等为代表的预包装产

品，以鸭肉酥、蛋黄酥等为特色的即食休闲类产品以及日常主食等系列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以打造生活方式服务业产业集团的定位要求，一方面立足全聚德集团品

牌优势，坚持守正创新之路，聚焦老字号精品门店打造，积极发展会员，利用新社群培育新

的消费群体；另一方面升级运营标准，提升运营水平，推动全聚德在新形势下的产品换代和

可持续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566,318,940.

67 

1,777,258,646.

53 

1,777,258,646.

53 
-11.87% 

1,860,556,610.

96 

1,860,556,610.

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627,861.62 73,042,196.67 73,042,196.67 -38.90% 135,995,995.61 135,995,99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302,309.69 57,160,961.08 57,160,961.08 -64.48% 119,441,389.56 119,441,389.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8,510,033.50 79,983,725.24 79,983,725.24 -14.35% 223,720,457.65 223,850,457.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47 0.2368 0.2368 -38.89% 0.4409 0.44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0 0.0000 0.0000 0.00% 0.0000 0.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0% 4.89% 4.89% -1.89% 9.27% 9.2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998,323,320.

90 

2,020,211,888.

83 

2,020,211,888.

83 
-1.08% 

2,069,570,357.

45 

2,069,570,357.

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01,657,733.

58 

1,502,696,712.

77 

1,502,696,712.

77 
-0.07% 

1,509,855,144.

40 

1,509,855,144.

4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

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 2017 年

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130,000.00 元，调减 2017 年度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130,000.00 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00,797,521.39 357,470,407.49 432,692,554.42 375,358,45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41,463.19 21,636,833.52 20,325,813.24 -7,976,2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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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89,062.04 16,114,765.06 16,117,876.63 -18,719,39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00,100.13 29,441,522.62 74,620,419.55 -16,151,808.5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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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1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20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首都旅游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42.67% 131,606,774 0   

北京轫开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 11,000,000 0   

华住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5% 7,241,131 0   

IDG 资本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IDG 中国

股票基金 

境外法人 2.00% 6,169,352 0   

李明军 境内自然人 1.39% 4,296,883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4% 3,215,700 0   

王文义 境内自然人 0.53% 1,628,720 0   

谢凌志 境内自然人 0.45% 1,379,960 0   

凌舒宇 境内自然人 0.38% 1,169,800 0   

骆静 境内自然人 0.35% 1,090,11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第二名股东北京轫开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000,000 股;第五名股东李明军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93,272 股;第七名股东王文义通过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28,720 股；第九名股东凌舒宇通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69,8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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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156,631.89万元，利润总额为7,032.6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4,462.79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1447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3.00%，公

司餐饮业务全年接待宾客658.92万人次。受餐饮行业，尤其是中式正餐竞争加剧影响，公司

年度接待人次同比减少，导致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同比出现下滑。报告期内，

公司新开直营门店5家，分别是全聚德大兴国际机场店、湘潭店、长春店、成都店及长春四川

饭店；新开特许加盟门店2家，分别是丰泽园工体店、丰泽园南礼士路店；截至2019年12月31

日，公司餐饮门店共计118家，包括直营门店48家，加盟门店70家（含海外特许加盟开业门店

7家），食品加工企业2家。 

为推动餐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鼓励老字号守正创新，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国家及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 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商

务部关于推动餐饮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等重

要文件，支持老字号传承和创新传统技艺，推动老字号企业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增强企业

活力，提高盈利能力。公司深刻理解老字号品牌的文化价值，强化老字号品牌的责任担当，

重新制定了品牌发展战略，“一牌一策”，找准每个品牌的发展方向，稳步推进老字号的创新

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发展布局，创新发展模式，抓住“环境、服务、菜品”关键

因素进行产品提质升级，优化经营效率和效益，不断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体验需求。 

（一）党建引领发展，保驾护航改革 

报告期内，公司对《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将党建工作总

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

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围绕

中心抓好党建。充分发挥企业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严格规范“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问题；

紧抓监督执纪问责，积极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营造清正廉洁的干事环境，助力企业合

规经营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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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质增效，开源节流 

1.优化布局，拓展新门店。公司利用新品牌孵化成果组合进驻新市场，在北京大兴机场

开设了包括三个全新业态（小小全聚德、全聚德供销社、聚德面舍）的新门店和一个全聚德

新版食品专卖店。该项目是公司面对新市场、新平台、新场所，围绕新的全聚德中长期规划

推出的全新产品，其创新的品牌组合将成为丰富老字号品牌内涵的第一代新模型。同时公司

进一步围绕打造生活方式聚集地建设，在长春赛特奥莱开设了全聚德和四川饭店两家直营门

店；继续推进商业综合体模式门店的开店进程，报告期内开设了全聚德湘潭店、全聚德成都

店。新项目开业以来获得良好口碑，效益不断提高。 

2.创新菜品，吸引新老顾客。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创新菜品力度和更新频率，以调整菜

单带动菜品创新，以菜品口味、出品改良留住老顾客，吸纳新顾客，90%的门店进行了菜单

更新或菜品结构的调整。北京门店按月研发销售健康新菜品，使消费者有了更多的新品体验，

带动门店销售收入的提升。同时公司继续狠抓烤鸭拳头产品的质量管控，不断创新管理手段，

有效提升鸭坯和门店烤鸭质量。 

3.强化平台，营销引流顾客。利用大众点评、支付宝口碑、雅座会员、首客首享等平台

资源，充分挖掘平台的口碑传播作用，带动门店外卖和节日套餐销售，公司各门店共发起活

动111项，其中大众点评活动67项，雅座会员活动27项，口碑营销活动9项，首客首享营销活

动8项，吸引顾客到店消费，为企业增收带来实效。 

4.创新产品，推动食品销售。公司积极推进核心关键产品创新攻关工作，以“口味好、品

质高、较便捷”为特点，研发了全聚德品牌风味鸭系列产品,作为真空烤鸭产品的补充和支持，

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已于2019年12月上市。仿膳品牌糕点和月饼在保留品牌特色的基础上，

以年轻消费者为目标群体，推出全新独立小包装的绿豆糕、蛋黄酥等旅游伴手礼产品，设计

风格清新简约，符合年轻消费群体的审美；新研发的香酥鸭肉、太妃黑糖流芯、黑芝麻曲奇

等月饼新产品，风格时尚，符合市场潮流，获得广泛关注和好评，2019年公司月饼销售利润

比去年同期有较大提升。 

5.优化管理，实现降本增效。进一步加强菜品、用工成本的精细化管理，通过严格的监

督考核，加强对外部用工的管控和人事费用率的合理控制，强化日常对上述要求的巡检和考

核，发现不合格情况立即下发成本预警通知单和提示单。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采取人员总量

控制、用工结构调整、工作流程再造、技能培训强化等多维度改进，控制人工成本和菜品成

本，降本增效明显。 

（三）维护宣传，焕新品牌形象 

1.梳理品牌，再塑品牌新形象。为提升品牌形象，公司提出“提一批、转一批、关一批”

的门店转型提升计划，对于经营质量不佳，不能达到公司管控标准的门店进行关闭；对定位

不准的门店加快转型调整，明确品牌细分定位；同时全面提升门店服务品质，实现管理升级。

全年关闭直营门店2家，关闭不合格加盟门店6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加盟店的日常管理和考核，

推动连锁加盟业务向高标准升级。 

2.加大打假力度，保护老字号品牌。报告期内，公司多次与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对侵犯全

聚德品牌的制假、售假行为进行打击。对北京前门、王府井、北京西站等重点区域进行市场

联合检查，对售假商户联合工商进行查抄，对违规销售的终端商户采取取消售卖资格等方式，

提升品牌形象。同时公司积极采用防伪溯源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提升防伪技术水平。

通过一系列的打假行动，目前市场上制假售假的情况大幅减少。 

3.提升品牌形象，加强主题宣传。报告期内，公司对全聚德及各品牌标识主视觉形象进

行调整，对公司官微、各品牌官微、微信公众号及微博等多平台标识形象进行统一规划设计，

统一并提升了品牌对外形象宣传。为加强主题宣传，全年发起多轮较有影响力的活动，包括

主流媒体整版或半版深度图文报道和央视、北京电视台、大公网等有影响力的专题视频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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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渠道广泛覆盖40多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首发新闻总量近300条，向社会广泛宣传公司的

品牌文化、提质转型行动、发展战略等，多家媒体予以转发，宣传效应叠加。 

（四）培训储备，加强队伍建设 

公司一方面加强内部年轻干部的培养，通过成立“创新实验室”，选拔加速推进青年骨干

管理团队培养，建立起适合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引进市

场化人才，为管理人员队伍注入活力。同时公司继续通过加强烹饪专业校企合作，引进并留

住订单班新人。通过加强现有员工整体技能培训，提升现有人员技能水平。 

（五）圆满完成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任务 

2019年，公司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活动，彰显品牌，所属企业丰泽园饭店为第二届“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午宴奉上了鲁菜经典菜肴。全聚德、仿膳饭庄等在京门店接待了埃及总

统、智利总统、塔吉克斯坦总统、亚美尼亚总理等近200名贵宾。特别是2019年国庆节期间，

公司核心区门店停业配合大庆活动，各企业抽调优秀服务人员服务观礼台贵宾，员工积极参

加群众游行方阵等，我们以为国服务的政治站位，为民服务的真诚与热情，确保了安全与经

营两不误，体现了老字号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宣传了品牌，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扬与

肯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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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集团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三次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五、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

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

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团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年1月1日，本集团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

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

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  

     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

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

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集团未对比较

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于2019年1月1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

量的结果对比如下： 

单位：元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25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50,000.00 

      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0,000.00 -25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50,000.00  250,000.00 

     ②财务报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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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2018年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2019年9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

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

号，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本集团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0,000.00  -25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50,000.00 250,00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0,000.00  -25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50,000.00 250,000.0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集团母公司及35个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期合并

范围新增2个子公司，为长春四川饭店、全聚德长春店；减少2个子公司，为聚成德、鸭哥科

技。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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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10,000 至 -9,0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064.1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20 年第一季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整体餐饮经营环境产生重要且

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公司的餐饮及食品业务均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公司第

一季度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净利润出现亏损。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

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

准。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董事长：卢长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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