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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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匡振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帆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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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7,177,971,401.28 7,026,856,227.82 7,026,856,227.82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22,810,812.42 3,568,144,585.81 3,568,144,585.81 7.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42,908.01 -231,503,339.49 -251,727,279.89 77.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984,538,867.71 916,767,512.84 246,631,816.72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95,389.08 -27,767,004.25 -43,366,860.67 32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583,179.24 -53,905,672.45 -53,905,672.44 180.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4 -0.792 -1.34 
增加2.47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 -0.046 -0.083 27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 -0.046 -0.083 271.7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2.14 2.71 - 

减少0.57个

百分点 

说明： 

1、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了对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科融通”）的 98.2975%股权收购，该项收购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同时收购少数股

东权益。合并日前，公司从关联股东购买的 35.0039%股权作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处理，公司就此将 2020 年年度及各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重述，其余从第三方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 10 

 

购买的股权作为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处理；合并日，因确认对价，减少少数股东

权益，合并日后，购买海科融通的 98.2975%股权所对应的的权益份额全部纳入归母

权益。 

2、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开始执行财政部 2018 年修订发布的新租赁准则，

公司选择仅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租赁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调整首

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

息。本次调整将导致本期期初资产总额增加 7.54 亿元，负债总额增加 8.80 亿元，净

资产减少 1.26 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由 1.619%调整至 1.674%；对公司当期及

同期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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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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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7,681.4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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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0,1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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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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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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95.4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9,796.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243.16  

所得税影响额 -5,914,654.25  

合计 18,112,2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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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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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翠微集团 172,092,100 21.55 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155,749,333 19.50 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9,623,834 9.97 79,623,834 无  国有法人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307,228 4.92 39,307,228 未知  其他 

周宇光 23,944,601 3.0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北京传艺空间广告有限公司 20,070,469 2.51 20,070,469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 15,494,018 1.94 0 未知  国有法人 

周爽 12,754,149 1.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文 8,892,542 1.11 8,892,54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8,892,542 1.11 8,892,542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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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翠微集团 172,0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092,100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155,749,333 人民币普通股 155,749,333 

周宇光 23,944,601 人民币普通股 23,944,601 

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 15,494,018 人民币普通股 15,494,018 

周爽 12,754,149 人民币普通股 12,754,149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5,360,755 人民币普通股 5,360,755 

王远青 4,441,1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1,100 

司徒雯影 1,28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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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烁烽 1,08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6,000 

张秀华 1,085,840 人民币普通股 1,085,8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翠微集团（以下简称“翠微集团”）、北京市海

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海淀国资中

心”）及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淀科技”）同受海淀区国资委实际控制，三者为一致

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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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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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 

分析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7,440,808.22 326,644,000.00 -149,203,191.78 -45.68% （1） 

预付账款  105,769,310.43  7,233,555.48  98,535,754.95 1362.20% （2） 

其他应收款  46,564,210.98 69,919,085.59 -23,354,874.61 -33.40% （3） 

存货 194,280,241.99 288,062,735.36 -93,782,493.37 -32.56% （4） 

其他流动资产 62,803,121.43 94,451,509.36 -31,648,387.93 -33.51% （5）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5,116,687.00 245,280,030.42 169,836,656.58 69.24% （6） 

短期借款 859,303,597.19 606,351,388.87 252,952,208.32 41.72% （7） 

应付账款 179,038,941.31 306,695,218.70 -127,656,277.39 -41.62% （8） 

应付职工薪酬 50,691,144.00 89,708,593.13 -39,017,449.13 -43.49% （9） 

应交税费 27,686,072.86 17,704,171.33 9,981,901.53 56.38% （10） 

其他应付款 928,027,191.15 1,418,092,175.13 -490,064,983.98 -34.56% （1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6,359,572.32 812,526,239.24 -566,166,666.92 -69.68% （12） 

其他综合收益 16,754.24 -29,160.01 45,914.25 157.46% （13） 

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1-3 月） 上年同期（1-3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 

分析 

财务费用 20,721,870.30 1,895,100.09 18,826,770.21 993.44% （14） 

其他收益 1,577,477.56 899,843.68 677,633.88 75.31% （15） 

投资收益 9,245,403.84 2,274,901.51 6,970,502.33 306.41% （16） 

信用减值损失 1,025,248.00 14,888,883.35 -13,863,635.35 93.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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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 -1,202,885.58 1,202,885.58 -100.00% （18） 

资产处置收益 - 1,010,000.00 -1,010,000.00 -100.00% （19） 

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1-3 月） 上年同期（1-3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 

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1,942,908.01 -231,503,339.50 179,560,431.49 77.56% （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7,314,179.78 1,941,698.29 -339,255,878.07 -17472.12% （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4,582,555.45 -166,952,906.95 112,370,351.50 67.31% （22） 

 

(1) 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2) 预付账款增加主要系子公司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3) 其他应收款减少主要系子公司本期收到退还交易对价款所致。 

(4) 存货减少主要系子公司库存商品减少所致。 

(5)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系上年增值税留抵税额及待摊销费用减少所致。 

(6) 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主要系子公司预付购房款所致。 

(7) 短期借款增加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8) 应付账款减少主要系子公司应付货款减少所致。 

(9)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上年计提年终奖本期支付所致。 

(10) 应交税费增加主要系本期应付企业所得税及房产税增加所致。 

(11) 其他应付款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收购海科融通现金对价所致。 

(1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主要系本期偿还公司债所致。 

(13)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主要系本期外币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14) 财务费用增加主要系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本期财务费用未确认融资费用增

加所致。 

(15) 其他收益增加主要系本期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扣除增加所致。 

(16) 投资收益增加主要系本期翠微新生活基金及银行理财取得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7) 信用减值损失增加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收回借款转回计提坏账所致。 

(18)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主要系子公司上年同期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所致。 

(19) 资产处置收益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惠丰堂”商标权所致。 

(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上年同期疫情对经营影响较大，本期销售及租赁

收入有所增长所致。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 10 

 

(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支付海科融通现金对价所致。 

(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取得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3.1.2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

订）》（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前述新租赁准则，并依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本公司选择重新评估

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本公司选择仅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租赁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于新租赁准则首次执行日（即 2021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的具体衔接处理及其

影响如下： 

1、本公司作为承租人 

对首次执行日的经营租赁，作为承租人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的增量

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原租赁准则下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的应付未付租

金，纳入剩余租赁付款额中。 

对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本公司按照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赁准

则，并采用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计量使用权资产。本公司于首次执

行日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不调整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租赁资产属于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不确认使用权

资产和租赁负债。对于首次执行日除低价值租赁之外的经营租赁，本公司根据每项租

赁采用下列一项或多项简化处理：  

 将于首次执行日后 12 个月内完成的租赁，作为短期租赁处理； 

 计量租赁负债时，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采用同一折现率； 

 使用权资产的计量不包含初始直接费用； 

 存在续约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日前选择权的实际

行使及其他最新情况确定租赁期； 

 作为使用权资产减值测试的替代，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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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项》评估包含租赁的合同在首次执行日前是否为亏损合同，并根据首次执

行日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亏损准备金额调整使用权资产； 

 首次执行日之前发生租赁变更的，本公司根据租赁变更的最终安排进行会计处

理。 

2、执行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对租赁物业门店原作为经营租赁处理，根据新租赁准则，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确认使用权资产 747,283,498.13 元，租赁负债 1,076,416,592.91 元（其中包括重分类

后按照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列示的租赁负债 245,799,751,54 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金额 

2021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金额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其他流动资产 121,915,501.79 78,671,562.21 94,451,509.36 53,581,548.21 

递延所得税资产 53,850,640.64 28,609,689.50 88,023,968.69 45,130,316.65 

使用权资产   747,283,498.13 476,702,033.01 

其他流动负债 263,566,118.94 179,283,857.77 67,448,068.09 54,872,455.89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566,726,487.70 566,726,487.70 812,526,239.24 754,077,233.29 

租赁负债     830,616,841.37 474,731,231.23 

盈余公积 184,045,622.14 184,045,622.14 177,091,829.26 177,091,829.26 

未分配利润 924,853,886.69 655,628,120.39 805,662,804.49 593,043,984.49 

少数股东权益 23,636,328.37  23,475,4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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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20年，公司推动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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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海淀科技等105名股东所持有海科融通

98.2975%的股权，其中股份支付比例为70%，现金支付比例为30%。相关事项进展情

况已在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及临时公告中

披露。2020年12月，本次交易完成资产部分的交割及新增股份上市。 

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不超过129,767.91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的30%。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

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993,973股，发行价格为6.64

元/股，共计募集资金338,599,980.72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19,069,798.36元。2021年1月2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

支付现金对价，截至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2021年3月1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新《营业执照》，公司注册

资本增至人民币798,736,665元。 

（二）海科融通购置资产 

2021年1月1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购置房产的议案》，同意海科融通购置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1号院的“峯汇国际中

心1号楼F5-F7/F8(801)”的房产作为其办公场所，本次购置房产的建筑面积为7,764.61

㎡，评估值为33,829.20万元，交易总价为32,411.66万元。2021年1月21日，海科融通

已支付购房首款16,205.83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2020年，翠微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海淀科技等105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海

科融通98.2975%股权，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翠微集

团、海淀国资中心和海淀科技分别持有翠微股份21.55%、19.50%和9.97%的股权，三

者同受海淀区国资委控制。 

2021年3月25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翠微集团通知，翠微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收购其一致行动人海淀科技持有的公司79,623,834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该

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97%。交易双方于2021年3月25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若本次转让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翠微集团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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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海淀区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海淀科技不再持有公司股份。2021

年4月20日，该事项已取得北京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协

议转让所持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21]12

号）。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尚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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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年同期疫情影响下的零售业务低基数、本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海科融通

的权益比例增加、本年零售业务受翠微店A座、鼎城店自4-5月起进入为期6-7月的闭

店调整期影响等因素，预计上半年公司的归母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仍会有所增长。 

 

 

 

 

公司名称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匡振兴 

日期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