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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编制本报告仅对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事务进行专

项说明，不表明对其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因市场行为及

其他情形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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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271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22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7

年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简称为“12 王府 02”，代码为“122190”。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11 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7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12 王府 02”存

续期的第 5 年末上调其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在发出关于是否上调“12 王府 02”的票面

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12 王府 02”的第 5 个计息年度

的付息日将持有的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12 王府 02”第 5 个计

息年度付息日即为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发行人将按照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

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2017 年，发行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当时的市

场环境，决定不调整“12 王府 02”存续期票面利率，维持 5.20%不变，并实施

了投资者回售。根据回售情况，回售数量为 932 手（一手为 10 张），回售金额为

93.20 万元（不含利息），回售实施完毕后，“12 王府 02”待偿还本金余额变更为

10.99 亿元。 

九、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十、债券利率：“12 王府 02”的票面利率为 5.20%，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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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还本付息期限及支付金额：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

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

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二、起息日：2012 年 10 月 24 日。 

十三、付息日：“12 王府 02”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0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10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四、兑付日：“12 王府 02”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10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 年 10 月 24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

计利息）。 

十五、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六、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首次评级为 AA+、2018 年度跟踪信用评级为 AAA，本

期债券的首次评级为 AA+、2018 年度跟踪信用评级为 AAA。 

十七、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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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Wangfujing Group Co., Ltd. 

股票代码：600859 

股票简称：王府井 

注册资本：776,250,350 元 

法定代表人：刘毅 

成立日期：1993 年 4 月 28 日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55 号 

主营业务：商品零售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2018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671,116.05 万元，同比增长 2.38%；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0,142.74 万元，同比增长 66.95%；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6,536.60 万元，同比增长 42.02%。2018

年末，发行人总股本 776,250,350 股，基本每股收益为 1.548 元。截至 2018 年末，

发行人总资产为 2,170,488.3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080,101.13 万元，经营成果继续稳步增长。 

2018 年，公司转变观念，创新引领，经营质量不断提升。公司深化业态融

合发展，提升业态优势。百货业态进一步延展经营范围，增加购物中心功能，引

进奥莱元素，调整经营模式；奥莱业态抓住窗口期，加快发展，创新业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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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中心业态获得了快速发展，具有良好前景。公司加快推进超市资本运作模式

发展，与首航合作成立了合资公司，年内首个王府井首航超市开业，提高了业态

丰富度，推动了未来超市区域连锁化发展。同时充分利用首旅平台资源，助力业

态发展。与此同时，公司加快步伐，提升商品经营能力，自营工作取得新进展。

公司加大对战略资源的维护与掌控，通过资本方式加大对上游供应链的控制；加

大自营项目落地，加大自有品牌开发，加强新资源开发引进；不断提升顾客经营

能力，会员消费持续增长；持续打造王府井流量平台，提升服务体验；全面启动

会员电子化，提升数字运营基础；挖掘数据运用，助力精准营销；创新顾客体验

活动，有效稳定消费增长。2018 年，长春奥莱 Mall 开业，使公司的业态布局更

加合理，进一步巩固了公司的效益平台。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年度报告，发行人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调整后（注） 调整前 

资产总额 2,170,488.31 2,018,930.04 2,018,930.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80,101.13 1,016,847.70 1,016,847.70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调整后（注）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671,116.05 2,609,082.68 2,608,522.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142.74 71,964.44 90,981.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536.60 75,016.06 75,01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2,196.79 198,599.97 205,765.60 

注：2018 年 1 月上市公司完成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此事项属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上市公司相应调整了合并财务报表的前期比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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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271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公司债券品种一“12 王府 01”和品种二“12 王府 02”，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0,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汇

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已按照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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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 年 12 月 27 日，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就发行人吸

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青岛北方奥莱管理有限公司并维持“12 王府 02”存续的事项

召集了“12 王府 02”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中信建投证券 

2、会议时间：2018 年 12 月 27 日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以通讯方式召开，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4、债权登记日：2018 年 12 月 17 日（以下午 15:00 时交易时间结束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5、会议主持：中信建投证券委派的代表 

6、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的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参加“12 王府 02”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含委

托代理人）共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未偿还本期债券 2,083,230 张，占有表决权

的未偿还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18.95%。 

三、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青岛北方奥莱

管理有限公司并维持“12 王府 02”存续的议案》 

同意票 2,083,230 张，占有表决权的未偿还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18.95%。 

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相关规定，根据表决结果，本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未形成有效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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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会议未形成有效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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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2王府02”2018年付息方案如下：  

1、本年计息期限：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10月23日。  

2、按照发行人《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公告编号：临2012-027）， 

“12王府02”品种（7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为5.20%，每手“12王府02”面值1000元派发利

息为52.00元（含税）。 

发行人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按照本期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场所的要求披露了

《公司债券“12 王府 02”2018 年付息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6），向投

资者公告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支付 2017 年 10 月 24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3 日期间的利息。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按时支付了本期公司债

券计息期间的应付利息，未出现延迟支付本期公司债券到期利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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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完成

了对本期公司债券的跟踪评级，并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出具了《王府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编号：新世纪跟踪（2019）100026

号），跟踪评级结果如下： 

1、本期债券跟踪信用评级：AAA 

2、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AAA 

3、评级展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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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变动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的董事会秘书为岳继鹏先生，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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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2016 及 2017 年度，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哈尔滨玺鼎泰商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玺鼎泰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银行”）哈尔滨分行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补充协

议》，以其哈尔滨群力文化广场物业为抵押物及发行人所持玺鼎泰公司股权

16,151.70 万股为质押担保向招商银行贷款，借款额度为人民币 60,000 万元，借

款期限为 2016 年 9 月 23 日起至 2026 年 9 月 22 日止。截至 2018 年末，招商银

行哈尔滨分行贷款全部还清，抵押注销完成，股权出质注销完成。 

2018 年 3 月，玺鼎泰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哈尔滨分行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以哈尔滨群力文化广场土地及在

建工程为抵押物，借款额度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2018 年 2 月 7 日

起至 2027 年 2 月 7 日止，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15%（5.635%），用于支付工程

建设款项，偿还前期向招商银行申请的贷款以及支持哈尔滨王府井购物中心项目

运营。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

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与交通银行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以发行人持有的玺鼎泰公司

51%股权 16,151.70 万股为前述交通银行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二、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8 年末，发行人不存在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8 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吸收合并王府井国际的事项 

2017 年 8 月 18 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吸收合

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国际”）的事项。2017

年 9 月 4 日，发行人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吸收合并事项。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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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0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王府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2307 号），该次吸收合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2018 年 1 月，发行人办理

完毕该吸收合并事项的发行股份登记，同时原股东王府井国际持有的发行人

296,390,323 股股份已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五、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青岛北奥的事项 

2018 年 8 月 23 日，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司青岛北方奥莱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北奥”）的事项。

2018 年 12 月 17 日，发行人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吸收合并事

项。截至 2018 年末，青岛北奥已完成注销。 

六、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 

2018 年 1 月 30 日，发行人收到控股股东北京王府井东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王府井东安”）通知，经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北京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将王府井东安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给北京首都旅

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集团”）。2018 年 11 月，该划转事项已办

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2019 年 3 月 29 日，发行人收到控股股东王府井东安的通知，首旅集团决定

将王府井东安持有的发行人 26.73%股份无偿划转至首旅集团。该次无偿划转后，

首旅集团将直接持有发行人 207,473,227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6.73%，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将由王府井东安变更为首旅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