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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6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20-44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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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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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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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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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2,609,159.75 758,267,928.88 -5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8,426,732.55 32,278,296.71 -55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6,363,160.87 22,903,827.10 -78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862,631.83 10,041,422.49 -1,104.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12 0.1046 -56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0 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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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2% 2.15% -12.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867,969,219.10 1,998,323,320.90 -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4,728,777.68 1,501,657,733.58 -11.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3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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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1% 132,356,776 0   

北京轫开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7% 11,000,800 0   

李明军 境内自然人 1.37% 4,21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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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建华 境内自然人 0.45% 1,398,500    

谢凌志 境内自然人 0.45% 1,379,960 0   

凌舒宇 境内自然人 0.42% 1,296,300    

王建国 境内自然人 0.36% 1,102,600    

华住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1,07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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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000,000 股;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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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9,372 股;第五名股东王文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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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名

股东苏建华通过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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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000

股；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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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3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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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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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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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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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上半年，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及市国资委的决策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营稳定各项工作。一手抓防疫，确保了员工零感染；一手抓经营，在餐饮业遭受重创

的情况下，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260.92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842.67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4812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10.42%。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包括： 

（一）全力抗疫，确保企业安全运营 

1.确保门店环境和外卖餐食安全。疫情发生后，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

决策部署，全力做好员工管理及经营场所安全运营工作，公司及所属企业成立各级防控领导

小组，制定防疫工作预案，按日常状态和紧急状态制订门店消毒、用餐宾客及员工体温检测、

抗疫特殊时期员工工作规范等，力保门店环境和外卖餐食安全。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向社

会宣传公司疫情防控措施，承诺为消费者提供放心、安心的餐食和就餐环境。 

2.全力支援抗疫。公司积极承担老字号的责任，勇于担当，积极为抗疫出力。先后为北

京友谊医院、地坛医院、协和医院、上海东方医院等送餐，为武汉防控一线捐赠特色食品，

为疫情防控志愿者轮休驻地供餐。在抗击疫情最紧要关头，积极组织员工开展义务献血活动，

展示了全聚德人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信心与决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体现了老字号在疫情期间的社会责任感。 

3.关心关爱员工。疫情发生后，公司切实把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公司

党委统筹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对党费使用做出专项计划，使用工会经费专项防控资金20.3万

余元，为员工购买口罩、各类消毒用品等物资，及时发放至员工手中，确保紧缺防疫物资有

效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二）守正创新，推动老字号品牌可持续发展 

1.开展“千厨百菜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传承老字号品牌经典菜品制作技艺 

公司坚持将落实守正创新作为全年工作的首要任务，利用疫情窗口期，开展了传统经典

菜品的技能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青年技术人才，对内起到了提振员工士

气的作用，对外展示出厨师队伍的风采。 

2.调整经营策略，推进“三调整、一坚持、一突破” 

面对疫情对餐饮市场和消费模式的影响，公司全面推动经营策略调整、产品和服务创新，

实施“三调整、一坚持、一突破”方案，在进行菜单、服务费和烤鸭产品价格调整的同时，坚

持外卖业务的持续拓展和现有服务模式的突破。 

公司北京直营门店改变原有“一店一菜单”状况，于6月24日推出了最新版统一菜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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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47道经典菜、新京菜、新鲁菜作为统一菜品，实行出品统一、盘饰统一、价格统一，同时

全面统一门店堂食、外卖烤鸭价格，在进一步改善和提升顾客体验感的同时，全面取消餐厅

服务费，新菜单推出后门店菜品供应更加丰富，客单价更加亲民。疫情期间公司各门店坚持

做好线上外卖和线下外摆市场。在京门店2月份全部上线饿了么、美团线上外卖平台，二季度

北京直营门店线上外卖比一季度增长150%。通过线下外摆业务重点打造社群私域流量，建立

了多个社区微信群，微信会员不断增加。根据新消费需求，公司以全面提升顾客体验为中心，

对原有繁琐的服务流程进行简化、优化调整，搭建更亲民的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加快

服务升级。该服务新模式正在展开全员培训，并通过顾客的反馈意见继续进行优化调整。 

3.创新食品研发和销售，培育公司新增长点 

在餐饮业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公司全力推进食品新产品研发，报告期内推出了

定位民生市场的酱鸭、熏鸭产品和针对年轻化、便捷化的消费市场打造的鸭休闲零食产品，

并尝试通过直播带货等销售新模式，唤醒店铺粉丝，促成购买转化，推动食品销售增长。上

半年，公司天猫旗舰店共自播35场，混播110场，京东旗舰店共直播3次。6月15日，公司携手

京东商城，总经理开启首次专场直播，连续4小时品牌文化宣传和带货直播吸引超过175万人

次在线观看。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增加了新品的曝光和展示，收获了一批潜在客户。 

（三）建立月度经营目标考核制度，加快企业复工达产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企业均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灵活安排员工到岗工作。公司通过实施

《疫情期间企业经营者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根据各门店位置、客源不同，科学设置了不同

的恢复率指标，对门店进行月度绩效考核，有效促进了企业最大限度恢复经营，增加经营收

入，公司所有企业已于4月30日前全部复工复产。 

（四）用足用好支持政策，强化资金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合理利用税务优惠及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国家政策，免缴缓缴

部分税款，部分所属企业享受社保减免减半、医疗减半政策，同时积极申请房租租金减免，

通过“以训稳岗补贴培训”、“临时性岗位补贴”等培训计划，申请政府补贴。疫情期间公司将

资金管理制度升格为最严格级别，严控资金支出，守住现金流底线。为了更好地保证流动资

金充足，将剩余募集资金合计3.95亿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从资金层面切实保障后期生产

经营的顺利进行。 

（五）调整策略，平台与会员营销多点推进 

1.多点联动，提高线上转化收入。报告期，公司积极参与市、区政府的大型促销费活动，

并组织开展包括外卖业务、社群营销、节日营销、异业合作等活动。其中，在饿了么平台、

美团大众平台、首客首享平台等开展大型宣传、特惠爆品、团购等各类营销活动，通过销售

代金券、积分换菜与团购套餐等实现了收入线上转化。各门店在节假日、店庆日等纷纷推出

各自的特色营销，保证天天有促销，每节有活动，实现了较好的恢复率。 

2.调整品牌宣传策略。公司调整品牌宣传策略，以上线外卖、节气新菜、战役献爱心、

技能大赛等活动做专题传播。报告期内共发起41轮较有影响力的主题宣传活动，策划发布23

篇次主流媒体整版或半版深度图文报道和7期央视、北京电视台、大公网等有影响力的专题视

频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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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条。 

（六）其他重点工作 

为维护股东权益，增强市场信心，经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

素，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该方案已经公司2020年3月6日召开的董事会第八届七次（临时）会议、监事会第八届六次（临

时）会议、2020年3月23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次回购价格上限不

超过人民币13.44元/股（含），回购股份数量为公司总股本的0.5%－1%，即不低于1,542,319

股，不超过3,084,638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145.75万元（含）。具体回购数量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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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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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本集团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集团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

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集团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

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集团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

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

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 

本集团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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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将与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

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交税费 

-90,295,558.58 

85,070,729.79 

5,224,828.79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将与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

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交税费 

-75,184,723.63 

70,946,617.08 

4,238,1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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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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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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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白凡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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