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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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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132,841,451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53,136,580.4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33.81%,

本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 

如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

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王府井 60085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健 连慧青 

办公地址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53号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53号 

电话 8610-65125960 8610-65125960 

电子信箱 wfjdshh@wfj.com.cn wfjdshh@wfj.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近年来，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大，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使世

界经济增长面临了较大的压力。报告期内，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以及疫苗接种率的持续提

高，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呈现稳健复苏态势。消费市场方面，随着疫情常态化防控更加精准有效，

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改善，促消费政策逐步落地显效，带动市场销售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

优化升级，消费市场总体保持恢复态势。 

零售行业对于支撑国民经济稳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



程的持续推进、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消费的持续升级以及政府鼓励消费政策的实施，我国零售

行业有着持续平稳上升的空间。后疫情时代，随着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变，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涌现，线上零售规模持续扩大，线上线下融合不断加强，零售行业呈现产业链数字化、渠道多元

化等发展趋势。为了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零售行业企业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提升服务品质，

回归零售本质，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分业态看，奥莱业态积极发挥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的经营优势，以大品牌，小价格的经营理念，

开放式的经营空间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经营业绩快速恢复；购物中

心业态以潮流时尚的购物空间，多元化的功能体验和主题商品组合，给消费者带来了优质的购物

体验，客流快速恢复，经营业绩稳步复苏；百货业态面对新兴业态的冲击以及消费需求的变化，

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经营业绩恢复缓慢，公司将根据一店一策的调整思路，发挥自身的商品资

源及顾客资源优势，对经营业绩不理想的门店进行调整；超市业态受线上冲击明显，在线购物、

无接触配送被快速认同，大量分流了线下市场份额，实体超市销售呈现下滑的局面。免税业务方

面，为了促进旅游零售市场发展以及鼓励国内消费，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免税行业发展的相关

政策，同时，消费者消费模式的不断转变以及对于消费品质和商品价格的不断追求，给免税市场

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2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公司旗下各门店的商品销售收入以及功能商户的租金收入。截至本

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七大经济区域 35 个城市共运营 74 家大型综合零售门店，涉及百货、奥特

莱斯、购物中心业态，总经营建筑面积 434 万平方米。此外，公司还涉及超市业态、专业店以及

线上业务，未来还将从事免税品经营业务。 

百货业态：是以时尚类商品销售为主，同时配套餐饮、娱乐、休闲等服务项目和设施的综合

零售业态。门店位置一般在城市或区域商业中心，单店面积一般在 20000-60000 平米。主要满足

消费者时尚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经营商品品类主要包括服装服饰、化妆品、运动鞋帽、珠宝

饰品、家居家电、儿童用品等。主营业务收入为商品零售收入，经营模式包括联营、自营和租赁，

以联营为主。王府井积累了丰富的百货运营经验，近年来，公司旗下百货业态围绕消费者需求实

施转型调整，现已形成精品百货、时尚百货、社区生活百货、折扣百货等不同百货业态产品线，

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市场环境下的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旨在以丰富的商品，高质量的服务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超越希望的购物体验。目前公司共拥有 38家百货门店。 

奥莱业态：是以时尚类品牌折扣商品销售为主，同时配套餐饮、娱乐、休闲等服务项目和设

施的零售业态。门店位置一般在城市边缘地区或城郊，单店面积一般在 30000-60000 平米，经营

商品品类主要包括服装服饰、运动鞋帽、家居儿童用品等。主营业务收入为商品零售收入，经营

模式包括联营、自营和租赁，以联营为主。现已开发了以商品为特色的 1.0 版奥莱、融合购物中

心元素的 2.0 版奥莱、以与文旅产业相结合的 3.0 版小镇式奥莱三条产品线。王府井奥莱业态主

打“大品牌，小价格”的经营理念，以独特的建筑风格、丰富的业态组合、优美的购物环境，创

新的服务体验，引领全新的生活方式。目前公司共拥有 14家奥莱门店。 

购物中心业态：是由多种零售店铺、服务设施集中在一个建筑物内或区域内，向消费者提供

综合服务的商业集合体。门店位置可在城市或区域商业中心、城市边缘地区的交通要道附近，单

店面积一般在 80000-200000 平米。经营品类包括时尚类商品、各种专业店、专卖店、食品店、杂

品店以及各种文化教育和服务娱乐设施等。主营业务收入为租金收入，经营模式以租赁为主。目

前已形成多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线。王府井购物中心旨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国内、国际一流品

质的优雅舒适环境，让他们在这里愉悦购物、畅享美食、领略时尚、乐娱身心、感受卓越服务。

目前公司共拥有 22家购物中心门店。 

超市业态：是以食品生鲜类、日用生活类商品销售为主的零售业态。门店位置一般在区域商

业中心或居住区，单店面积在 300-6000平米之间。经营品类主要为食品生鲜和日用生活品等。主



营业务收入为商品零售收入，经营模式包括自营、联营、租赁，以自营为主。王府井超市业态分

为自营超市和合资经营超市，自营超市在公司百货及购物中心门店配套布局，与四川吉选及北京

首航成立合资公司在四川和京津冀、内蒙、江西等地区经营超市业态，旨在以王府井的品牌和管

理优势为支撑，充分发挥市场化专业经营管理团队优势，为消费者供应新鲜、安全、高品质的生

鲜产品，传递更时尚、更高端的生活理念。目前公司共拥有 15家合资超市。 

免税业务：免税品经营是向特定消费者销售免征关税、进口环节税的进口商品和实行退（免）

税进入免税店销售的国产商品的零售业务，商品主要包括香化、烟酒、食品、精品等品类。免税

品经营渠道主要包括口岸店、海南离岛店、市内店以及其他类型免税店，其中口岸店又分为口岸

出境免税店和口岸进境免税店。根据我国现行监管政策，从事免税品经营的公司需取得国务院或

其授权部门批准的经营资质。口岸出境免税店的数量、经营面积及设立，由口岸所属地方政府或

民航局提出申请，财政部会同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审批。口岸进境免税

店的数量和营业场所的规模控制，由财政部会同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国家旅游局提出

意见报国务院审批。口岸店经营主体确定一般通过招标方式确定。经营口岸店需符合海关监管要

求，经海关批准并办理注册手续。离岛免税店选址由海南省政府提出意见，报财政部会同商务部、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市内店和其他类型免税店的开设也需要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后方可开设。公司已于 2020年 6月取得免税品经营资质，报告期内，

公司全力推进免税业务落地的各项经营准备工作。待公司取得具体项目后，将依据项目的体量、

位置、经营内容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装修、招商、宣传推广等筹备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取得必要

的验收核准后对外营业。上述筹备期根据具体项目特点，约需三个月至一年左右。 

专业店：专业店是经营某一大类商品为主，并且具备有丰富专业知识的销售人员和提供适当

售后服务的零售业态。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以买手制潮奢品牌集合店为经营内容的 Luxemporium

睿锦尚品、睿高翊，和以运动品牌为经营内容的法雅商贸两条专营店业务主线。睿锦尚品通过沉

浸式的购物空间打造，独有的特色品牌，灵活多变的商品组合方式，赢得了最具消费活力的潮流

时尚人士的青睐，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经营特色，销售业绩稳步提高。法雅商贸是国际运动品牌代

理专营专卖实体企业，目前是阿迪达斯、耐克两大运动品牌的区域战略客户。未来，公司将积极

助力法雅商贸稳步发展，将其与公司自营业务相结合，并充分发挥法雅商贸自身优势，做大做强

专业店业务，释放销售潜力。目前，睿锦尚品及睿高翊各有 21 家门店；法雅商贸共有店铺 420

家（其中自营店铺 173 家，加盟店铺 247家），卖场 4家。 

线上业务：打造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商业模式是公司的战略之一。王府井围绕实体业务和顾

客需求，积极打造“王府井在线平台”，围绕“同一个消费者，同一个王府井”的目标，通过线上

商城、新媒体、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运营模式，初步实现了顾客在线、服务在线、营销在线、商

品在线的全渠道经营场景，实现线上线下的全面融合。同时加快数字化建设，在数据资产平台、

数字支付平台、场景移植和科技运用的等方面全面推进，并着力打造智慧门店，实现顾客体验和

经营管理的智慧化升级，为顾客提供更优服务体验、更便捷的购物体验。全年实现线上销售超 10

亿元。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9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9,150,581,109.27 28,597,807,986.37 22,003,676,582.73 36.90 31,137,366,086.03 24,106,298,821.46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19,347,010,440.78 15,619,138,591.57 11,498,548,949.49 23.87 15,677,224,356.83 11,397,510,342.05 

营业收入 12,753,081,424.86 11,535,553,782.42 8,223,445,667.39 10.55 37,114,867,591.26 26,788,840,655.57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1,340,242,115.52 338,778,553.18 386,733,162.28 295.61 1,336,162,215.42 961,336,746.95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942,585,380.43 407,549,361.38 407,549,361.38 131.28 919,963,292.99 919,963,292.99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2,772,010,556.15 707,893,702.71 818,293,714.77 291.59 2,070,608,773.46 1,343,537,173.70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8.858 2.161 3.372 

增加

6.697

个百分

点 

11.897 8.661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1.364 0.347 0.498 293.08 1.721 1.238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1.358 0.345 0.495 293.62 1.721 1.238 

报告期公司完成换股吸收合并首商股份及收购陕西赛特国贸百货有限公司事项，以上事项均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次报告相应调整了合并财务报表的前期比较数据。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455,277,792.89 3,119,776,017.40 3,006,841,246.77 3,171,186,36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5,491,696.51 251,121,752.68 194,452,144.88 579,176,52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35,668,823.86 222,977,571.79 102,754,955.24 381,184,02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1,498,869.93 681,860,509.07 926,340,586.15 782,310,591.0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6 月末完成收购陕西赛特国贸百货有限公司事项，10 月末完成换股吸收合并首商股份事

项，以上事项均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次报告相应调整了前期已披露定期报告合并财务报表

的数据。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7,4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1,05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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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90,059 372,776,396 32.91 41,476,565 无 0 国有法人 

三胞集团南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0 87,325,918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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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0,454,800 4.45 0 无 0 其他 

成都产业资本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550,000 38,449,875 3.39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36,668,575 36,668,575 3.24 36,668,575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信升创卓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6,853,078 17,605,470 1.55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9,546,010 9,561,710 0.84 9,539,61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中德恩洋贸易

有限公司 
9,307,103 9,307,103 0.82 8,295,313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8,792,244 6,823,717 0.60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天

惠精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6,636,251 6,636,251 0.59 6,636,251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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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涉及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19 王 府 井 集

MTN001 
101901016 2022-8-2 2,000,000,000 3.66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18年 8月 17日，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人民币 25亿元

的中期票据，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7】

MTN482 号），公司完成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工作，发行总额 5亿元。起息

日 2018年 8月 20日，兑付日 2021年 8月 20日，发行利率 4.5%，发行面值 100元



/百元，报告期内一次还本付息。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债券名称 信用评级机构名称 信用评级级别 评级展望变动 信用评级结果变化的原因 

18 王府井集

MTN001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

资服务有限公司 
AAA 无 无 

19 王府井集

MTN001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

资服务有限公司 
AAA 无 无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8.65 42.20 15.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942,585,380.43 407,549,361.38 131.2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259 0.1334 69.34 

利息保障倍数 4.39 4.26 3.05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7.53 亿元，同比增长 10.55%，剔除门店变动因素，同店同比增长

8.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0亿元，同比增长 295.61%。剔除重组等非经常性因素

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实现 9.43亿元，同比增长 131.28%。

公司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受公司主营业务恢复良好，收入增长的同时成本费用控制良好

影响，同时也受上年同期比较基数较低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换股吸收合并首商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总股本由

776,250,350股增加至 1,132,841,451股。根据王府井与首商股份签署的《资产交割协议》，自 2021

年 10 月 28日起，首商股份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和与之相关的权利、利益、负债和义务，均由王府

井或其全资子公司享有和承担。截止 2021年 10 月末，相关实物资产交割已完成。因前述事项属

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次报告相应调整了合并财务报表的前期比较数据。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杜宝祥 

                                                      2022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