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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杜宝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建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丁雅丽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1,572,155,394.52 24,106,298,821.46 -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20,176,681.66 11,397,510,342.05 -0.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431,594.95 850,422,695.74 -70.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631,581,382.40 19,401,387,765.90 -7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137,016.59 847,182,698.42 -7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0,744,942.28 747,509,702.49 -7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0 7.630 减少 5.7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3 1.091 -74.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3 1.091 -74.98 

注： 

2.1.1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是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

〔2017〕22号）（简称：“新收入准则”）及受新冠疫情影响所致。剔除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

1-9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4.85%，7-9月同比增长 4.78%。  

2.1.2 本报告期内（7-9月），公司销售恢复进程明显加快，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4.78%，

环比增长 15.86%。特别是 8、9月份增长稳健，增幅持续提升，9月份在集团庆促销的带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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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销售收入（含税）同比增长 10%。得益于销售收入的不断复苏及成本费用支出的持续控制，公司

利润情况显著向好，第三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40.4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5,335.25 -2,618,325.9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53,979.82 8,996,594.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855,874.21 43,398,313.28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0,799,331.53 -63,003,630.1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56,029.74 7,586,168.4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5,980.31 -2,029,756.37  

所得税影响额 -222,256.87 -937,289.88  

合计 11,932,979.81 -8,607,9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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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3,0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8,286,337 26.83 207,473,227 无 0 国有法人 

三胞集团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7,325,918 11.25 0 质押 87,325,91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50,454,800 6.50 0 无 0 其他 

北京信升创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4,458,548 5.73 0 无 0 其他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8,999,875 5.02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海国盛（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6,872,500 4.75 0 无 0 其他 

上海懿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1,346,219 2.75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193,110 2.34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814,345 1.14 0 无 0 其他 

潘宇红 6,000,000 0.7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三胞集团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7,325,918 人民币普通股 87,325,918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50,454,800 人民币普通股 50,454,800 

北京信升创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4,458,548 人民币普通股 44,458,548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8,999,875 人民币普通股 38,999,875 

福海国盛（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87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6,872,500 

上海懿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1,346,219 人民币普通股 21,346,21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193,110 人民币普通股 18,193,1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814,345 人民币普通股 8,814,345 

潘宇红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深圳永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永冠新瑞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与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公司未

知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涉及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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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变化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增减金额 增减％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1,594,109.59 0.00 401,594,109.59 100.00 

预付账款 403,079,481.73 270,620,099.31 132,459,382.42 48.95 

其他应收款 514,473,132.49 800,877,081.89 -286,403,949.40 -35.76 

在建工程 81,401,539.89 45,394,303.79 36,007,236.10 79.32 

预收账款 162,964,800.60 1,680,638,586.05 -1,517,673,785.45 -90.30 

合同负债 594,391,000.47 0.00 594,391,000.47 100.00 

应交税费 197,190,103.03 290,383,812.62 -93,193,709.59 -32.09 

其他应付款 2,660,807,120.16 1,743,412,245.56 917,394,874.60 52.6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45,044,126.50 80,236,471.35 464,807,655.15 579.30 

其他流动负债 190,573,545.32 2,037,313,348.29 -1,846,739,802.97 -90.65 

预计负债 7,151,298.46 75,109,353.50 -67,958,055.04 -90.48 

 

变动原因说明： 

（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是购买结构性存款影响所致。 

（2）预付账款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是预付商品款及租金影响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上期期末减少主要是合营公司归还借款影响所致。 

（4）在建工程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是新增门店装修工程影响所致。 

（5）预收账款较上期期末减少是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所致。 

（6）合同负债较上期期末增加是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所致。 

（7）应交税费较上期期末减少主要是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影响所致。 

（8）其他应付款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所致。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期期末增加主要是重分类一年内到期的中期票据影响所致。 

（10）其他流动负债较上期期末减少主要是公司兑付到期超短期融资券影响所致。 

（11）预计负债较上期期末减少主要是公司旗下子公司支付闭店赔偿金影响所致。 

3.1.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变化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同比增减金额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5,631,581,382.40 19,401,387,765.90 -13,769,806,383.50 -70.97 

营业成本 3,775,300,129.74 15,305,158,363.25 -11,529,858,233.51 -75.33 

销售费用 741,272,616.66 2,131,420,353.08 -1,390,147,736.42 -65.22 

财务费用 -7,317,617.32 -3,739,749.31 -3,577,868.01 不适用 

其他收益 16,098,064.42 6,113,583.87 9,984,480.55 163.32 

投资收益 45,142,778.97 26,129,204.85 19,013,574.12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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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7,496,476.70 73,927,000.00 -151,423,476.70 -204.83 

信用减值损失 -1,149,841.21 0.00 -1,149,841.21 100.00 

资产减值损失 -11,930,231.18 0.00  -11,930,231.18 100.00 

资产处置收益 -2,317,234.37 -1,005,172.65 -1,312,061.72 不适用 

营业利润 349,108,274.85 1,202,876,562.86 -853,768,288.01 -70.98 

营业外收入 20,791,891.86 6,897,655.41 13,894,236.45 201.43 

营业外支出 12,376,357.59 5,702,590.14 6,673,767.45 117.03 

利润总额 357,523,809.12 1,204,071,628.13 -846,547,819.01 -70.31 

所得税费用 171,573,518.23 358,968,723.63 -187,395,205.40 -52.20 

净利润 185,950,290.89 845,102,904.50 -659,152,613.61 -78.00 

持续经营净利润 185,950,290.89 845,102,904.50 -659,152,613.61 -78.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137,016.59 847,182,698.42 -635,045,681.83 -74.96 

少数股东损益 -26,186,725.70 -2,079,793.92 -24,106,931.78 不适用 

综合收益总额 185,950,290.89 845,102,904.50 -659,152,613.61 -78.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 
212,137,016.59 847,182,698.42 -635,045,681.83 -74.9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6,186,725.70 -2,079,793.92 -24,106,931.7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3 1.091 -0.82 -74.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3 1.091 -0.82 -74.98 

 

变动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期减少是执行新收入准则，联营销售改为净额法核算及受新冠疫情

影响阶段性闭店所致。剔除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1-9月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4.85%，营业成本同

比下降 2.72%。7-9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78%，环比增长 15.86%，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5.64%，环

比增长 8.32%。 

（2）销售费用较上期减少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将租赁费、房屋及设备折旧费、长期待摊费用、

土地使用权摊销及物业管理费重分类至营业成本影响。 

（3）财务费用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利息支出、利息收入和金融手续费减少共同影响所致。 

（4）其他收益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影响所致。 

（5）投资收益较上期增加主要是股票、合营公司分红增加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影响所致。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7）信用减值损失较上期增加主要是调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影响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增加主要是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影响所致。 

（9）资产处置收益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减少影响所致。 

（10）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加主要是公司所属子公司收到补偿款，以及所属门店闭店处置应付款

项影响所致。 

（11）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加主要是闭店清算损失及支付终止协议补偿款影响所致。 

（12）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利润减少影响所致。 

（13）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持续经营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少数股东

损益、综合收益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较

上期减少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所致。 

（14）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利润下降影响所致。 

3.1.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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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同比增减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431,594.95 850,422,695.74 -599,991,100.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033,056.47 -456,765,453.88 215,732,397.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0,809,435.80 2,564,262,885.88 -5,035,072,321.6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65,130,420.63 2,960,093,389.88 -5,425,223,810.51 

 

变动原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收到销售款减少影响

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收回合营公司借款及支付投资款共同影响所

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公司上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本

期兑付到期超短期融资券影响所致。 

3.1.4主营业务分业态情况 

分业态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百货 3,807,805,552.06 2,679,803,741.69 29.62 

购物中心 811,994,018.44 534,648,236.00 34.16 

奥特莱斯 473,099,803.00 153,320,432.08 67.59 

超市 320,489,177.99 266,101,251.95 16.97 

其他 169,230,662.33 140,400,252.43 17.04 

 

3.1.5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地区 营业收入（元） 毛利率(％) 备注 

华北地区 1,868,560,144.66 32.99 包含北京、山西、内蒙古地区 

华中地区 740,143,148.43 33.06 包含河南、湖北、湖南地区 

华南地区 55,244,615.24 18.17 包含广东、广西地区 

西南地区 1,905,680,896.05 33.91 包含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地区 

西北地区 740,128,952.40 38.64 包含青海、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地区 

华东地区 173,561,247.78 5.34 包含福建、江西、上海地区 

东北地区 207,330,628.45 41.68 包含吉林、辽宁、黑龙江地区 

注：以上数据不含跨区域内部抵消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 成立免税品经营公司事项 

2020年7月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成立免税品经营公司事项，截止本

报告出具之日，北京王府井免税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发布于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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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离岛免税、口岸免税和市内免税项目，并结合

北京首都核心区建设和自贸区战略的落地，重点推进北京地区的口岸免税和市内免税项目。 

3.2.2 公司65周年庆事项 

以‘匠心筑梦舞动未来’为主题的王府井集团65年庆，于6.18日在成都启动，全国门店同步

线上云启动，历时3个半月，于9.27在北京圆满落下帷幕，并延续至国庆中秋双节。在此期间，公

司积极创新营销方式，吸引新客流，有效地拉动了市场热度，带动了线上线下业绩的大幅提升。

同时加强多方合作，组织了丰富的商品资源，推出有吸引力的商品、好玩的项目、新鲜的体验，

亲民的价格，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另外，公司加大传播力度，加大市场发声量，近百家媒体

平台对集团庆进行了持续报道，收获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本次65年庆活动，公司赢得了广泛关注，

企业凝聚力不断增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3.2.3 安顺王府井国贸购物中心对外营业 

经公司办公会审议通过，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贵阳国贸广场商贸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设立安

顺王府井国贸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并持有其100%股权。安顺王府井国贸于2020年9月3日完成工商

登记手续。 

2020年9月30日，安顺王府井国贸购物中心对外营业。安顺王府井国贸购物中心位于贵州省安

顺市塔山西路与市西路交汇处。项目物业为租赁所得，租赁面积3万平方米，租赁期限20年。上述

事项详见公司发布于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2.4 南宁王府井百货闭店事项 

公司旗下南宁王府井百货因租赁合同到期不再续约，于2020年10月21日闭店。 

3.2.5 西宁王府井海湖购物中心开业事项 

2020年10月24日，公司旗下西宁王府井海湖购物中心对外营业。西宁王府井海湖购物中心位

于青海省西宁市海湖新区。项目物业为租赁所得，总租赁面积5.1万平方米，租赁期限20年。上述

事项详见公司发布于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杜宝祥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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