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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06-008 

西安饮食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六年第一季度报告 

 
§1  重要提示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西安饮食 变更股票简称 无 
股票代码 000721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陶光仲 证券事务代表 邱敏鸥 
联系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 298 号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 298 号 
邮 编 710001 710001 
电 话 029-7232416 029-7284840 

传 真 029－7232416 029－
7251354 029－7284840 029－7251354 

电子信箱 taoguangzhong@vip.sina.com xcsg@xcsg.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2006-3-31） 

上年度期末 
（2005-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 资 产  971,855,815.51  924,649,575.72        5.11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336,857,886.69 332,980,966.15        1.16

每股净资产     1.96      1.94        1.03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      1.35      1.68       -19.64

项    目 报告期 
(2006 年 1—3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2006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12,585.63 14,312,585.63 -21.03

1.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2 本报告经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1.3 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本公司董事长刘龙宇先生、总经理王一萌先生、财务总监黄炳林先生及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建武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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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      0.0226      0.0226       8.65
净资产收益率       1.15       1.15  1.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0.35       0.35 -69.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     额 

营业外收入 
                    4,025,330.02 

营业外支出 
                        1,320.00 

合      计 
                    4,024,010.02 

备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度同期下降 21.03%，主
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2.2 利润表 
编制单位：西安饮食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2006 年 1-3 月 2005 年 1-3 月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09,400,813.86  64,602,692.61 105,069,226.44  61,348,915.90
    减:主营业务成本  47,670,723.15 25,498,937.30  48,325,343.76 25,480,326.9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5,536,892.04 3,251,449.68  5,265,630.05 3,083,353.65
二、主营业务利润 56,193,198.67  35,852,305.63  51,478,252.63  32,785,235.30

加:其他业务利润 1,777,502.95 3,353,722.95 3,311,550.52 3,283,050.52
    减:营业费用  46,691,117.72 28,349,953.39  39,105,066.76 24,192,864.53
       管理费用  7,157,591.14 5,667,223.50 6,432,443.18 5,284,719.56
       财务费用  1,940,293.19  1,105,577.69  3,347,192.58  2,521,504.37
三、营业利润  2,181,699.57 4,083,274.00  5,905,100.63  4,069,197.36
    加:投资收益 20,500.74 -1,554,954.38    848,177.93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4,025,330.02 4,025,322.00  2,214.93  1,886.51
    减:营业外支出 1,320.00 1,320.00 5,547.90 5,547.90
四、利润总额 6,226,210.33 6,552,321.62  5,901,767.66  4,913,713.90
    减:所得税 2,914,583.22 2,675,401.08 2,016,212.53 1,341,626.87

少数股东损益 -565,293.43 313,468.10 
五、净利润 3,876,920.54 3,876,920.54 3,572,087.03 3,572,087.03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71,462,589.47 67,044,271.72 53,827,535.06 50,138,815.64
    其他收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75,339,510.01 70,921,192.26 57,399,622.09 53,710,902.67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 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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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75,339,510.01 70,921,192.26 57,399,622.09 53,710,902.67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资本（或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75,339,510.01 70,921,192.26 57,399,622.09 53,710,902.67
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或被投资单位所得
收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
总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
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995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1 方远会 1,352,092 A  
2 陈  磊   766,400 A  
3 李国风   626,900 A  
4 苏  喜   603,000 A  
5 袁五珍   427,600 A  
6 张彦丽   416,439 A  
7 加  强   345,500 A  
8 吴  忠   301,500 A  
9 孙中奇         261,706 A  

10 北京华尔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27,100 A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本季度，公司所处行业及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西安旅游业的高度发展，给餐饮业带来巨大的商机，针对西安餐饮

市场各类商务宴、答谢宴、团拜宴和婚宴消费旺盛，特色餐饮倍受欢迎的发展趋势，
公司对一季度经营计划进行了方针目标立项，围绕经营理念相对滞后，服务质量参
差不齐，标准化管理创新不足，品牌的文化挖掘不够，基础性软硬件投入不足，连
锁经营扩张较慢，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不强，人才管理薄弱等问题，以树立品牌特色
化、连锁规模化、管理现代化为方向，以管理方式和营销模式创新为重点，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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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力度，提高质量标准化、服务个性化、技术文化队伍专业化为内容，以提升企
业品牌形象和消费者餐饮文化品位为终极目的，很抓了方针目标立项任务的落实工
作，主要措施是： 

1、很抓经营品牌特色化，扩大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餐饮市场“公款消费减少，个人消费增加，平均消费水平不

高”的现状，为适应市场需求、确定了品牌拳头产品和特殊经营风味的市场定位及产
品结构。并从质量标准化的执行力抓起，对现有操作标准和工艺流程进行不断完善
和细化，建立健全了技术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和形象标准以及整套的产品质
量保证体系，在此基础上，公司围绕管理思想和营销手段现代化，采购、加工、设
备现代化和规模经营和品牌连锁经营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以品牌餐厅，金牌菜品、
注重营养、平衡膳食以及价格合理和人性化的服务勇于创新，西安饭庄、老孙家饭
庄和德发长酒店、西京国际饭店、五一饭店、东亚饭店、同盛祥饭庄、大香港鲍翅
酒楼、清雅斋饭庄 永宁宫大酒店、常宁宫休闲山庄等各大饭店、酒店、休闲山庄积
极采用了计算机管理、网络技术、自动收款机、点菜触摸机等科技化和现代化的设
施设备，推出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企业识别系统和广播电视、报纸广告的营销策划，
制订了创新菜品管理办法和一年四季新菜品的销量统计报表，还实施了技术人员创
新菜品、推介营销的绩效挂钩激励机制，从而在市场中较好的保持公司品牌特色的
差异性和认同性，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增强了宾客的吸引力。 

2、很抓连锁化、规模化经营，壮大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实力。 
报告期内，根据连锁店的发展需求，按照科学化、数据化、标准化的要求，公

司从市场定位、考察选址、菜品设计、店堂装饰、形象设计、服务方式以至营销策
划、配送、投资预算分析和激励机制等环节，制定了包含质量标准、服务规范、操
作要求、制作工艺、食品配方、财务管理、追踪存货内容的连锁经营《营运手册》，
形成了统一规范标准的连锁经营管理运行模式。为进一步扩大经营和提高收入，公
司以大众风味品牌为依托，以技术标准化、生产工业化、管理科学化和经营规模化
为目标，充分发挥资金、人才、信息、管理、成本和市场优势。针对品牌特色的不
同，因店制宜的发展连锁经营。西安饭庄、五一饭店、老孙家饭庄、德发长酒店等
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品牌特色店，已在城区和周边县市开始寻求社区餐饮和中式
快餐的场地拓展；老孙家饭庄和同盛祥饭庄、德发长酒店和解放路饺子馆、春发生
饭店等一批经营“泡馍”、“饺子”、“葫芦头”的品牌特色店，也规划了年度内大力发展大众
特色连锁店的选址开店计划。与此同时，公司大力开拓经营与主业发展互为依存和
补充的食品工业加工业和连锁配送业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各餐饮经营企业提早
动手，在解放路龙宫门前集中设立了“西饮集团迎新春工业化特色食品大卖场”，并深
入各大繁华闹市区、居民社区、批发市场和超市广泛设点，推出了既有精装蒸碗系
列、油炸制品系列、酱卤制品系列、面食系列、方便宴席系列、方便特色食品系列，
又有箱装鲜菜、稠酒、礼品烤鸭、香油等十六大系列 100 多种品质优良的特色方便
食品应市。深受顾客欢迎和喜爱，成为节日的抢手货。生产计划较去年大幅度提高，
春节前后工业化特色食品销售配送实现收入 1,361.6 万元,同比增长 9.85%。西安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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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的“蒸碗”、“方便宴席大礼包”，桃李村饭店的“桃李八大碗”、东亚饭店和西安烤鸭店的
“酱卤制品”，老孙家饭庄和同盛祥饭庄的“袋装泡馍”等产品成为广大市民走亲访友的
节日佳品，有效地扩大了品牌影响力，提升了赢利水平，推进了餐饮产业一体化的
进程。 

3、很抓节假日经营，促进经营实现新的飞跃。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开展了“千品百味迎新春，特色美食进万家”的主题促销

活动，抓住节前各类会议和团拜、联欢、答谢活动多、婚宴多的消费特点，积极开
发会议市场和婚庆市场，加大商务宴席和婚宴的供应力度。西安饭庄、老孙家饭庄、
大香港鲍翅酒楼、五一饭店、德发长酒店、西安烤鸭店、同盛祥饭庄等一些老字号
企业和品牌餐饮企业采用新原料、新调味、新技法、新配制、新款式，精心设计制
作了新内涵的筵席宴会和菜品；采取加大餐饮的前期预定，实行错时翻台，增加特
色菜和绿色菜品的供应，刊登报纸新闻和拍摄电视广告，举办主题各异、丰富多彩
的促销活动，满足了市民的不同消费需求，吸引了大批进餐宾客。节会期间，公司
各店的窗口外卖店和周边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及企事业单位的巡回销售也收到极好
好的的效果，营业收入均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多项有力促销活动，使公司不仅赢
得了节假日“黄金周”的销售收入提高，还出现了假日以外多个销售档期收入大增
的高峰，  

4、很抓节假日经营，促进经营实现新的飞跃。 
报告期内，公司一是抓住周边县市、协议单位以及外地的旅游散客的客源商机，

加大外联力度，采取推出会议优惠房、免费住房升级、钟点房、家庭娱乐房、赠送
礼品、洗衣等超值服务项目，促进客房经营。西京国际饭店、西安饭庄、老孙家饭
庄、五一饭店、永宁宫大酒店、东亚饭店、大香港国宾分店、烤鸭店聚丰园分店，
加强与协议单位的合作，使全公司春节期间客房收入同比增长22.73%，客房出租率
水平平均在80%以上；二是积极整合客房资源，创新主题酒店的经营管理模式，报
告期内，公司依据自身独特的经营管理理念与文化。从打造精品酒店，争取客源和
扩大收入出发，进行了体现“经济、卫生、安全、快捷”特色的专业化酒店的市场定
位和装修改造，为公司以鲜明特色形象发展客源市场，提高客房效益，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有力的经营举措，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报告期全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940.08万元，实现主营业务利润5,619.3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12％和9.16％；
实现净利润387.69万元，同比上升8.53％；按公司期末总股本计算，每股收益为
0.0226元；每股净资产为1.96元；净资产收益率为1.15％。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分行业或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餐饮收入      7,426.80     3,498.71     52.89%

旅馆收入      1,428.69 —       100%

附营收入      2,084.59     1,268.36     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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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旅馆业务无营业成本，故其毛利率为100%.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      √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

收益、补贴收入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
变动及原因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收回"高新MALL"项目建设预付款事项 
2002 年 5 月，本公司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发展西安旅游业，创新西安商

业经营模式，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城市消费和周边经济的发展，
决定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一座集购物旅游、运动休闲、餐饮娱乐、
文化享受等多种服务和消费形式为一体的，个性化、多功能、超大型、现代化
的"高新 MALL"项目。 

2002 年 5 月 31 日，本公司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员会正式签订
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合同书（2002）33 号》
及《补充合同》。合同签订后，本公司的实际投资情况为预付了首期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 5000 万元。此后，该项目一直处于拆迁和招商引资阶段，本公司未
再投入资金。 

因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调整，该投资建设项目现已无法实施。为
及时收回本公司"高新 MALL"项目建设投资款，2006 年元月 3 日，经双方友
好协商，依法自愿达成《关于解除（2002）33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
补充合同的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① 双方同意自本协议书签订之日，终止双方于 2002 年 5 月 31 日签订的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合同书（2002）33 号》
及《补充合同》。 

② 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退还乙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伍仟万元整（5000
万元）；支付资金占用费柒佰柒拾柒万柒仟伍佰元整（777.75 万元）。本次退
还时应减去甲方已退付给乙方的伍佰万元整（500 万元），实际支付伍仟贰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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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拾柒万柒仟伍佰元整（5277.75 万元）。 
③ 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支付乙方为项目支出的直接费用贰佰壹拾柒万

贰仟伍佰元整（217.25 万元）。 
④ 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补偿乙方利益损失壹仟万元整（1000 万元）。 
⑤ 乙方收到上述款项后，双方不再享有与该合同、本协议相关的权利义

务。 
2006 年元月 7 日，本公司已收到甲方执行本协议支付的上述全部款项。 

（2）关于整体承租人民服装商店十年期经营使用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为有效实施公司资本运营，培育公司新的效益增长点，创造更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本公司拟向银行借款，以总价格为 6000 万元人民币，整体承
租西安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人民服装商店两层建筑物，总建筑面积
2612.75 平方米的十年期经营使用权。 

“人民服装商店”是西安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
位于西安市最佳商业位置的东大街与骡马市交叉口的东南角，曾是西安市著名
商店。在西安市进行骡马市商业步行街整体改造时，该店原建筑物被整体拆除。
新建的“人民服装商店”位于骡马市商业步行街北区，北邻东大街，建高 6 层，
总建筑面积约 7.8 万平方米的精品主力百货店内。 

本次整体承租的目的：因“人民服装商店”地处集休闲、购物、娱乐、餐饮、
金融、商务、酒店、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骡马市商业步行街口。在占地 68 亩，
总投资 11 亿元，建设规模 25 万平方米，并将成为西安的黄金商圈中心的整
体规划中，得天独厚，占尽地利。 

本次整体承租对本公司的影响：骡马市商业步行街目前已成为众多商家寸
土寸金、竟相争夺的商业旺地。随着骡马市商贸集市步行街的建成，此项目市
场蕴藏着无限的生机。本公司拟与知名品牌商家合作，及尽发挥该资产的最大
效益，以提升公司整体资本运作水准。 

本次整体承租事项业经本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与会的相关董事、独立董
事和西安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的通过。整体承租的交易对方与本
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无任何关系. 

本次整体承租该项目的经济效益预计：年营业收入预计 1317 万元，年收
回投资约 1000 万元，上缴税金约 74 万元，年投资利润率为 6.7%，投资回收
期约为 6 年。 

本次整体承租西安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人民服装商店十年期经
营使用权。承租时间为西安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付房屋后，签署交接
确认书的次日起计。本公司不承担在承租合同签订之前的人民服装店所有的债
权及债务。 

（3）关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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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政办发〔2005〕144 号《关于公布西安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首批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名单的通知》，西安
市人民政府授权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安市国
资委）首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29 户企业名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并予公布。
本公司属于公布的西安市国资委首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29 户企业之一。 

据此，本公司原控股股东西安市财政局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已变更到西安
市国资委。变更后，西安市财政局不再履行出资人职责，西安市国资委履行出
资人职责。 

西安市国资委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国有股股东）。代表国家持有本公司股
份 52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59%。 

（4）托管西安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股权事项 
2004 年 2 月 6 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西安市财政局与本公司就西安唐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唐城）3000 万股国家股股权托管事
宜，签订了《国家股股权托管协议》，托管期限为二年，并从签订日起开始实
施。根据托管协议，本公司全权负责管理西安市财政局持有的西安唐城的全部
国家股股权并代表西安市财政局行使除处置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但不承担
托管中的经营亏损；本公司已向西安市财政局支付的 300 万元，作为股权托
管期间本公司擅自处理资产或股权的押金。因托管协议的签署、登记和履行产
生的费用由西安市财政局和本公司各自承担 50%。本次股权托管为无偿托管，
西安市财政局不向本公司支付任何报酬。本公司在委托管理期间因委托管理股
权而发生的正常费用由西安唐城承担。 

（5）收回转让控股子公司陕西金福典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事项 
本公司 2004 年 12 月 15 日与陕西宏商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签署的转让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金福典当有限公司股权事项，截止目前，陕西宏商钢材
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因在外资金未收回，固除已向本公司先期支付的 310 万元
外，未能向本公司付清其余的全部转让价款。该公司目前仍正在积极收回在外
资金，该公司目前的资产状况为：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
的总资产为 34,296 万元，净资产为 22,041 万元,负债为 12,255 万元。本公司
与陕西宏商公司签署的《合同书》仍将继续履行。 

（6）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事项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精

神，2006 年 4 月下旬，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权的 5 家非流通股股东提出了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并委托公司董事会召集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我公司正全力推进该项工作，当前公司股改方案已
报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正在审核之中。本公司承诺：力争 2006 年 5 月底前
进入股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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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公司兼并三桥鸡场等三户企业资产事项 
本公司兼并并实质控制的西安唐城百货服装企业集团永明交电批零商店、

西安市水产公司三桥鸡场、西安市糖业烟酒公司儿童食品商店的资产转让、过
户等相关手续目前仍正在办理之中。 

（8）法律诉讼事项 
本公司向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诉本公司所属德发长酒店与陕西经信纺

织品公司 200 万元借款纠纷案，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本公司胜诉，
目前该案仍在执行之中。为谨慎起见，公司已提取了全额坏账准备。 

3.2.1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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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7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别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8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承诺：力争 2006 年 5 月底前进入股改程序。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西安饮食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刘龙宇 
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