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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收购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

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首商股份”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

日，除本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首

商股份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收购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收购人的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指西友集团将持有的首商股份131,876,723股（占首商股份总

股本20.03%）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至首旅集团持有。 

本次收购已获得首旅集团的批准。根据《收购办法》规定，本次收购已经触

发首旅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 首旅集团将依法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北京首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及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并在取得中国证监会豁

免首旅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本次收购。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收购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

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收购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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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首旅集团、本公司 指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摘要》 

首商股份、上市公司 指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友集团 指 北京西单友谊集团 

本次收购、本次无偿划转、

本次划转 
指 

西友集团将持有的首商股份 131,876,723 股

（占首商股份总股本 20.03%）国有股份无

偿划转给首旅集团。本次无偿划转后，首

旅集团将直接持有首商股份 380,686,101 股

国有股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9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5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段强 

注册资本 442,523.2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10号3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0259W 

经营期限 1998年1月24日-2048年1月23日 

经营范围 

受市政府委托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项目投资；

饭店管理；信息咨询；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服务；房

地产项目开发；商品房销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10号3层 

电话 （010）85629988 

传真 （010）85618080 

二、收购人的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及股权结构图 

（一）收购人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及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持有首旅集团 100%的股

权，北京市人民政府授权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北京市国资委”）对首旅集团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北京市国资委为首旅集团

实际控制人。收购人的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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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主要下属企业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首旅集团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所

表示： 

序

号 
下属企业名称 

持股比

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北京首旅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256,277.95

万元 
酒店、旅游及房地产 

2 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73 
34,167.66

万元 
汽车运营、修理及租赁 

3 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 40.64 
14000 万德

国马克 
物业出租 

4 
北京古玩城市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 17,258 万元 投资管理 

5 丰盛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90,000 万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6 北京亮马河大厦有限公司 50.00 
2800 万美

元 
酒店及写字楼 

7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1.00 7,000 万元 旅游服务 

8 北京新世纪饭店有限公司 40.00 
1925 万美

元 
酒店及写字楼 

9 
北京市长富宫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74.07 

3590 万美

元 
酒店及写字楼 

10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1,500 万元 餐饮 

11 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31,322.11

万元 
饭店及旅游 

12 北京西单友谊集团 100.00 25,450 万元 投资管理 

13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100.00 

100,000 万

元 
财务公司 

14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5.92 

81,574.28

万元 
旅游服务及酒店 

15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2.67 

30,846.40

万元 
餐饮 

16 北京展览馆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4,027 万元 承办展览、酒店 

17 北京凯威大厦有限公司 100.00 
6,744.80 万

元 
酒店及写字楼 

18 安麓（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0.00 198 万美元 酒店 

19 北京斯博人才交流有限责任公 100.00 200 万元 信息交流与咨询 

100% 

北京市国资委 

首旅集团 



 7 

序

号 
下属企业名称 

持股比

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司 

20 北京市上园饭店 100.00 638 万元 酒店及写字楼 

21 
首都旅游集团（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 
100.00 

15,600 万港

币 
投资 

22 京港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87.50 400 万港币 投资 

23 兆龙饭店有限公司 100.00 5,000 万元 酒店 

24 北京首旅集团培训中心 100.00 200 万元 培训 

25 北京聚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3,076 万元 餐饮 

26 北京市建国饭店公司 100.00 
2300 万美

元 
酒店 

27 
北京金长城酒店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 640 万元 饭店管理 

28 深圳京凯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30,000 万元 酒店 

29 
北京大运河俱乐部有限责任公

司 
97.00 1,000 万元 娱乐 

30 广州天伦万怡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20,010 万元 酒店 

31 北京颐和园宾馆有限公司 60.00 
11,050.54

万元 
酒店 

32 
北京首旅鸟巢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 
100.00 500 万元 餐饮 

33 
北京首采联合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 10,200 万元 商务服务 

34 新斯维克美国有限公司 100.00 350 万美元 投资管理 

35 新思维克巴黎有限公司 100.00 33,054 美元 投资管理 

36 
北京首采运通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 4,000 万元 电子商务 

37 上海京诺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3,000 万元 投资管理 

38 北京京海航程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45,000 万元 投资管理 

39 
北京首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

司 
50.00 

1,660,000

万元 
投资管理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状况 

（一）首旅集团从事的主要业务 

首旅集团接受北京市政府委托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是国内大型旅

游企业集团之一，近年来在北京地区商贸旅游企业排名中一直位列首位，确

立了酒店、餐饮、旅行社、旅游商业、汽车服务及景区景点为主的业务板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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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 1-9 月 

营业总收入 3,851,700.09 4,366,100.23 4,916,940.04 3,653,695.56 

营业利润 58,901.71 126,853.17 115,864.37 134,315.26 

利润总额 62,836.18 119,597.77 120,499.46 135,787.57 

净利润 8,243.17 66,835.64 33,838.97 64,212.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3,428.21 40,869.60 -40,301.77 -1,616.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4,578.25 442,433.63 426,805.54 273,572.56 

净资产收益率 0.48% 2.90% 1.09% 1.77% 

项目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09-30  

资产总额 5,268,131.07 7,296,176.16 7,980,804.69 9,245,490.54 

负债总额 3,433,619.84 4,528,930.71 4,540,450.41 5,433,826.69 

所有者权益 1,834,511.23 2,767,245.44 3,440,354.28 3,811,663.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110,655.68 1,226,382.94 1,693,893.35 1,869,452.16 

资产负债率 65.18% 62.07% 56.89% 58.77% 

注：2015-2017 年度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首旅集团最近 5 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收购人设董事会。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1 段强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2 刘毅 
副董事长、总

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3 魏红涛 
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4 丁同欣 副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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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晓 外部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魏小安 外部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7 朱茂元 外部董事 中国 中国 是 

8 姚越灿 外部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9 徐斌 外部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0 杨涛 外部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1 李薇薇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 否 

12 方子虹 监事会主任 中国 中国 否 

13 张光宇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14 张杰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15 解学军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16 鲍民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17 高飞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18 于学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19 郭永昊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0 周红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控制或持有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首旅集团持有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 5%及

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0258.SH 351,661,726 股 35.92% 

2 
中国全聚德（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002186.SZ 131,606,774 股 42.67% 

除首商股份及上述上市公司以外，首旅集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并实际控制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七、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首旅集团持有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100%股权、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63%股权以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6.43%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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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况之外，首旅集团不存在其它直接持有并控制 5%以上股权的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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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 本次收购的目的 

为实现集团整体发展战略，推进实现集团“6+2”产业布局，经首旅集团研

究决定，将西友集团持有的首商股份 131,876,723 国有股份（占首商股份总股本

的 20.03%）无偿划转至首旅集团。本次划转完成后，首旅集团仍为首商股份的

控股股东。 

二、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

份的计划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首商股份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收购人作出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将按照《证券法》、《收购

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 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具体时间 

2018 年 11 月 14 日，首旅集团签发《关于将北京西单友谊集团所持北京首

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至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决定》，

同意将西友集团所持有的首商股份 131,876,723 股国有股份，占首商股份总股本

的 20.03%，无偿划转至首旅集团；西友集团尚未收回的在首商股份股权分置改

革中代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垫付的 98,276 股股份股改对价的相关权利由首旅集团

承继。 

2018 年 11 月 14 日，西友集团作出《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同意将西

友集团所持有的首商股份 131,876,723股国有股份，占首商股份总股本的 20.03%，

无偿划转至首旅集团；同意将西友集团尚未收回的在首商股份股权分置改革中代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垫付的 98,276 股股份股改对价的相关权利由首旅集团承继。 



 12 

四、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收购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首旅集团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准； 

2、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各方需根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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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 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及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一） 本次收购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A 股流通股 

收购的股份数量：131,876,723 股 

收购的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20.03%。 

（二） 本次收购前后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为首商股份的控股股东，收购人直接持有首商股份

248,809,378 股，占首商股份总股本的 37.79%。收购人通过西友集团间接控制首

商股份 131,876,723 股，占首商股份总股本的 20.03%。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直

接持有首商股份 380,686,101 股，占首商股份总股本的 57.82%。 

（1）本次收购前的股权结构： 

 

（2）本次收购后的股权结构： 

37.79% 

20.03% 

100% 

首旅集团 

西友集团 

首商股份 

北京市国资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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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双方 

本次划转的划出方为西友集团，本次划转的划入方为首旅集团。 

（二）划转对价 

本次划转为无偿划转，首旅集团不支付任何对价。 

（三）划转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性质 

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为西友集团直接持有的首商股份 131,876,723 股 A 股流

通股股份，占首商股份总股本的 20.03%。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

股。 

（四）协议签署时间及生效条件 

协议签署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甲乙双方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批准本次划转； 

57.82% 

100% 

首旅集团 

西友集团 

首商股份 

北京市国资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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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本次划转以要约收购方式进行。 

（五）本次股份划转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8 年 11 月 14 日，首旅集团签发《关于将北京西单友谊集团所持北京首

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至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决定》，

同意将西友集团所持有的首商股份 131,876,723 股国有股份，占首商股份总股本

的 20.03%，无偿划转至首旅集团；西友集团尚未收回的在首商股份股权分置改

革中代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垫付的 98,276 股股份股改对价的相关权利由首旅集团

承继。 

2018 年 11 月 14 日，西友集团作出《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同意将西

友集团所持有的首商股份 131,876,723股国有股份，占首商股份总股本的 20.03%，

无偿划转至首旅集团；同意将西友集团尚未收回的在首商股份股权分置改革中代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垫付的 98,276 股股份股改对价的相关权利由首旅集团承继。 

（六）本次股份划转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首旅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的批

准。 

三、 收购人持有的首商股份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首旅集团持有首商股份 248,809,378 股，

占首商股份总股本的 37.79%，其中冻结 34,000,000 股股份，占其持股总数的

13.67%，占公司总股本的 5.16%。冻结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3 日，冻结原因是

为达芬奇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的经济纠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法院现执行担保

人财产所致。除上述情况外，首旅集团持有首商股份的其它股份及本次无偿

划转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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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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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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