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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6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18-24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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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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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922,217.55 863,557,232.56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792,441.22 76,800,050.48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213,341.21 74,996,053.48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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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399,198.80 88,169,935.24 -37.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22 0.2490 1.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 0.000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5.21%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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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725,486.91 2,069,570,357.45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7,446,957.32 1,509,855,144.4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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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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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7% 131,606,774 0   

IDG 资本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IDG 中国

股票基金 

境外法人 5.82% 17,943,824 0   

北京轫开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7% 11,000,000 0   

华住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5% 7,241,131 0   

北京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1.23% 3,808,782 0   

李明军 境内自然人 1.08% 3,34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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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1,602,620 0   

谢凌志 境内自然人 0.43% 1,315,760 0   

邢颖 境内自然人 0.34% 1,045,000 783,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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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相同“股东名称”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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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北京轫开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000,000 股;第六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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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972 股;第八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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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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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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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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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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多品牌集聚的现代生活方式餐饮品牌运营商新定位，持续聚焦

品牌系列化、连锁化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提质、复制、孵化和管理升级”行动策略向纵深

发展，产品升级、品牌复制孵化、管理提升等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直营企业2家，分别是全聚德苏州店、全聚德沈阳中街店；新开特许

加盟店3家，分别是全聚德西藏昌都店，丰泽园安立路店，澳大利亚悉尼店；截至2018年6月

30日，公司已开业的成员企业（门店）共计119家，其中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共有成

员企业113家（包括直营企业45家：全聚德品牌直营店42家，仿膳品牌、丰泽园品牌、四川饭

店品牌直营店各1家；国内特许加盟企业68家：全聚德品牌67家，丰泽园品牌1家）；海外特

许加盟企业6家（缅甸、日本2家、澳大利亚2家、加拿大）。 

报告期内，公司研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多品牌集聚的现代生活方式餐饮品牌运

营商”新定位，围绕此定位，提出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进一步贯彻落实品牌连锁化、系列化

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提质、复制、孵化和管理升级”行动策略的落实；转变工作思路，搭建

新的运营框架，升级运营标准，提升品牌运营水平；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市场研判和督导执

行，修订巡检标准和方法，强调执行效果，夯实提升基础管理，整体呈现出新的经营管理格

局。 

（一）抓住关键要素，全力推进提质工作 

上半年，公司抓住“环境、服务、烤鸭、菜品”关键要素，对照市场先进标准，全面推进

厨房、烤鸭品质、就餐区氛围、服务标准等年度重点实施项目有效落地。 

1.适应市场需求，提升环境氛围。一是按照商务店与社区店的分类，修订完善涵盖门店

形象和员工形象新标准近200项，为提升门店形象提供了标准和依据。二是着眼于全方位提升

顾客体验，公司与专业音乐公司合作，将背景音乐融入门店整体环境提升计划中。三是启动

门店硬件设备设施及后厨厨房提质工作，已试点完成灯光改造项目以及装修改造工程，并提

炼出可推广的标准，作为今后相关功能区域改造的依据。公司注重场景化的体验过程，拟通

过融合音乐、灯光、菜品和服务等体验要素，创造出顾客的就餐新感受，打造新时代的消费

体验。 

2.强化服务品控管理，着力提升服务品质。初步搭建服务品控管理框架，修改完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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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服务规程》、《烤鸭服务规程》等标准；修订《集团公司秘密顾客检查标准》，强调以市

场评价作为服务品质成效验证，以内部管控作为服务质量监控手段，以新标准指导督促企业

进行服务提质，报告期内公司所属门店已实施提质项目200余项，主要集中在丰富候餐区、新

增客用品、设计主题餐台、提供个性化服务等方面。 

3.围绕品牌核心产品，着力提升出品品质。一是作为年度重点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全力

推进烤鸭品质全面提质专项工作。制定了烤鸭合格率年度目标和2018版全聚德烤鸭（门店环

节）系列标准，明确了工作推进进度和全流程控制要求，实施内部流程控制数据周报制度，

目前已完成门店试点，下半年在其他门店推行。二是制定菜品出品品质保障机制。结合抽查

中发现的门店菜品薄弱环节及第三方平台中顾客集中反映的菜品出品、口味等问题，以各品

牌主打菜品为提质重点，对门店在售菜品进行定期巡检，不定期突击抽查与复查，促进菜品

质量逐步提升。 

（二）着力市场开发，推进品牌分类经营 

1.用标准规范品牌复制与孵化，积极储备复制孵化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开发

新门店立项指导意见》，修订了《新建店开业申请管理规定》等立项指导意见，完善立项政

策指导和升级细化验收标准，并按照新标准积极考察、拓展市场，不断推进项目复制和孵化

子品牌工作。 

2.清晰门店定位，为品牌系列化发展研发新品。报告期内，首次尝试针对全聚德品牌系

列化储备烤鸭新品，按照门店不同定位进行菜品分类研发、菜单分类设计，上半年研发春夏

应季新品59道，丰富“全聚德旅游类”“全聚德商务类”“全聚德社区类”及仿膳饭庄、丰泽园饭

店、四川饭店不同类型门店菜品库。为进一步提升全聚德各餐饮门店菜品适销性，在对直营

门店菜单调研分析基础上，逐步形成分类统一的门店菜单。目前，“全聚德旅游类”、“社区类”

菜单均已启用，社会反响良好，“全聚德商务类”门店菜单在试用中。 

3.推进品牌分类经营，搭建商场店标准和模型。为贯彻品牌系列化发展战略、推进全聚

德品牌迭代升级和分类经营，公司以华东区域公司新开的几家门店为经营试点，探索适应生

活方式服务业新形势新需求的商场店经营模式，在店堂环境、产品定位、菜品呈现等方面清

晰门店定位，并在借鉴对标企业管理优势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全聚德品牌开店模型，为今

后的品牌分类管理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已经开业的全聚德上海控江路店、全聚德镇江店、

全聚德苏州店，均采用简约、新颖、时尚的新派中式装修风格，在环境、菜品、服务、餐具、

桌型、台面设计等方面更加适应年轻消费者的体验需求。特别是于2017年10月底开业的、仅

有600平方米的全聚德上海控江路店，基于环境布置、菜品价格、服务方式的准确定位，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1000余万元，接待逾8万人次，上座率186%，为今后的新开店项目建立了复

制模型。 

（三）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全面推进管理升级 

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社会评价指标的落实，通过探索搭建不同模块的智能化管理系统，

推进基础管理工作向科学化管控转变。 

1.创新营销手段，吸引用户关注。上半年，公司共组织各类主题营销活动22项，从节庆

营销、会员营销、口碑营销等方面积极创新营销手段，升级顾客体验。一是借首旅20周年司

庆契机，开展整合营销。对司庆期间的营销效果评估显示，在京19家直营餐饮门店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16.04%；人均消费同比增长3.35%。二是持续会员营销，推行电子会员卡。会员卡

电子化方案自5月14日起在全国各直营门店实施，上线一周共有1376名会员激活电子会员卡，

通过电子会员卡消费1259笔，占同期会员消费笔数的25.6%，且占比仍在不断提升。三是创新

营销模式，针对年轻消费群启动抖音项目。从6月开始启动与抖音的合作方案创意策划，计划

推广餐饮及食品两大类产品，演绎传统餐饮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风采。 

2.食品工业在节日期间，针对不同渠道实施礼盒产品差异化销售策略，通过开发出专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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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门店销售的“大团圆”礼盒、专供网络平台销售的“百年经典”系列礼盒、精装五福礼盒、

年货全鸭礼盒等，甚至针对超市开发不同礼盒的方式，丰富市场年货品种，满足不同消费客

群需求，推动节日食品销售增长。电商中心运营能力大幅提升，旗舰店运营团队积极参加平

台各项活动，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上半年共计完成销售收入2652.2万元，增幅52.93%。 

3.关注市场，搭建市场评价平台。陆续开展“第三方评价平台、自建时时评价平台、客服

中心客诉平台、神秘顾客客检平台”的搭建工作。与第三方平台联手搭建运营方案，对公众平

台的顾客评价、反应及时提出应对改进举措。同时时时评价平台已经完成一阶段开发，等待

签约后即可上线。 

4.提升监管效能，明查暗访并举。修订了《集团公司运营巡检标准（2018版）》，并按

照新标准启动门店巡检互动互检机制。新运营巡检体系分模块确立了巡检工作重点及要求，

调整了检查内容和分值权重，报告期内按新标准对北方24家门店进行了第一、二季度运营巡

检；进一步完善指定渠道采购管理工作，对《2017年度集团公司推荐自采商品供货商名录》

进行跟踪调查，实施供应商末位退出机制。 

5.建立“三位一体”的三维绩效考核办法。借鉴优秀企业考核办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

定了新的绩效考核办法，在考核指标上设定了经营指标、管理指标、发展指标三个维度，且

经营指标打破以利润为导向的考核思路，将收入、利润共同作为考核关键指标。同时，对企

业考核进行改革，与所有企业签订目标责任书时不再实行“一刀切”的政策，而是根据不同业

态和管理职能进行区分，强化对企业经营者契约化管理。新的总部考核办法则对考核指标进

行调整，提取部门关键业绩指标，与公司年度经营管理目标完成相挂钩。 

6.贯彻“大安全”理念，强化安全管控。全面加强公司安全生产、网络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日

常监测监管，实施对全国直营、加盟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月度考评排名和每周安全检查、隐

患整改落实情况的统计分析，做到对全国直营、加盟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安全生产工作

计划及重点的全面实时掌握。 

（四）履行社会责任，参与重大活动和文化交流 

1.圆满完成全国“两会”供应保障工作。公司各企业以首善一流为标准，为驻地单位供应鸭

坯，圆满完成供应保障工作。 

2.全聚德年夜饭走进美国、巴拿马，赢得赞誉。2018年春节期间，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协会、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美国欢乐春节——行走的年夜

饭”和“巴拿马欢乐春节——行走的年夜饭”活动圆满成功，全聚德“盛世牡丹”烤鸭在年夜饭餐

桌上精彩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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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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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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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邢颖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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