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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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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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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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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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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旅 6001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蕾 聂阳阳 

电话 010-58158717、58158702 010-58158717、58158702 

传真 010-58158708 010-58158708 

电子信箱 zhqb@aoyou.com zhqb@aoyou.com 

 

1.6 公司本年度拟以 2015 年末总股本 723,8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72,384,000.00 元，剩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220,742,392.39 元

结转至下一年度。该预案尚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中青旅致力于成为国际化大型旅游运营商，秉承“控股型、多平台、营造旅游生态圈”的发

展战略，整合旅游价值链，利用品牌优势和规模扩张策略稳健发展。业务涵盖包括观光旅游、度

假旅游、商旅管理业务、入境旅游业务等的旅行社业务、以会展业务为基础的整合营销业务、乌

镇等景区开发和运营业务及酒店业务。 

旅行社业务是公司传统核心业务，为客户提供旅游产品服务，公司以“正品行货、创意主题、

中高端定制”为主打，不断将产品精品化、主题化，重点打造的中青旅遨游网将成为中青旅旅游

主业全面互联网化的龙头和枢纽，实现旅游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与提效。整合营销业务通过

为客户提供活动管理、公关传播、体育营销、博览会运营等专业服务，创新营销渠道，致力于推

动服务品质和内容整合的持续变革和创新。景区业务通过对景区的开发、经营和管理，不断丰富

景区内容，提供景区内全产业链业务服务，致力于打造文化型旅游目的地。酒店业务基于中档酒

店定位，突出“创意、品味、超值”的品牌理念，坚持“直营、加盟和托管并重”的商业模式，

致力于发展成为特色鲜明、模式领先的中档连锁酒店集团。 

目前公司已按照控股型架构打造了公民、入境、高端、整合营销、景区、酒店等专业化公司，

建立专业优势和壁垒，以此为基础初步形成旅游服务平台、整合营销平台、景区投资平台、酒店

运营平台，并在“点”的布局基础上发挥协同效应，构建旅游生态圈，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目的

地营销业务、参与竞标“唐山南湖国际会展中心运营 PPP 项目”、如是户外赛事拓展等方面已初现

端倪。公司将推动各业务板块实现资本与资源快速嫁接，形成联动效应，实现品牌的升值增值。 

2、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旅游市场格局日益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世界第三大

入境旅游接待国和出境旅游消费国，并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伴随着旅游产业的繁荣以

及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消费市场、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居民旅游观念日益成熟，

我国旅游行业已经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主题品质旅游、专项定制旅游过渡发展，旅游市

场越来越细分化，市场深度存在巨大的挖掘空间。 

（2）旅游经营模式趋于多元化、综合化 

旅游服务内容丰富，包含交通、餐饮、住宿、景区等诸多板块，同时旅游产业链较长，近年

来与文化产业、体育产业、互联网产业不断渗透融合的趋势明显。旅游行业的这一特点为旅游企

业释放出巨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有利于旅游企业开展多元化、综合化经营，并进一步提供差异

化、精细化的产品和服务。 

（3）行业增长潜力巨大 

旅游行业发展速度快，市场容量大，目前已成为带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



型的支柱产业。2015 年，我国旅游业更是迎来飞速发展的局面，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超过 40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 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和 12%。可以预见，我国旅游行业已经

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中青旅作为国内 A 股首家旅行社类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供应商、同业、客户等方面均积

累了丰富的资源，构建起自己的核心经营模式和品牌优势。自上市以来，公司以控股型架构打造

了旅游服务、整合营销、景区、酒店等多个专业化平台，在旅游行业迅速发展的浪潮中打下坚实

的根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公司将进一步推动旗下各业务板块与互联网、资源、资本充分对接，

扩大品牌效应和市场影响力。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554,776,010.88 8,878,236,935.61 7.62 8,259,773,666.27 8,259,773,666.27 

营业收入 10,577,015,943.44 10,607,231,706.45 -0.28 9,316,037,547.42 9,316,037,54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133,922.04 363,715,151.91 -18.86 244,347,826.67 320,572,68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5,004,962.84 267,148,474.46 -4.55 187,459,086.28 187,459,08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52,638,735.95 4,417,537,885.66 5.32 2,926,815,551.30 2,926,815,55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0,261,521.80 524,228,725.14 -2.66 494,653,382.58 494,653,382.58 

期末总股本 723,840,000.00 723,840,000.00 0.00 415,350,000.00 415,35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53 -22.64 0.39 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1 9.60 减少3.09个百分点 8.44 10.93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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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454,374.43 2,539,703,536.09 3,092,831,536.87 2,712,026,49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873,919.76 97,690,590.77 120,874,977.33 8,694,43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65,613,446.46 78,462,186.00 113,805,599.97 -2,876,269.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34,726.63 59,158,371.90 173,556,746.30 301,981,130.23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0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42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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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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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青旅集团公

司 
0 124,305,000 17.17 21,121,776 无  国有法人 

阳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36,201,171 36,201,171 5.00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三组合 
25,008,887 25,008,887 3.46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2,124,500 22,124,500 3.06 0 无  国有法人 

中青创益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0 20,475,000 2.83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11,740,663 17,838,543 2.46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四组合 
13,883,757 13,883,757 1.92 0 无  其他 

国寿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0 10,753,715 1.49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博

时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995,454 9,995,454 1.38 0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改

革动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980,708 9,980,708 1.38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青旅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尚不清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在供给侧、需求侧双侧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迭代的

驱动下，在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鞭策下，各路资本纷纷聚集旅游产业，行业整合加速，新业

态不断涌现，公司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2015年公司以“控股型、多

平台、营造旅游生态圈”为发展战略，一方面成立中青旅遨游网总部，加速旅行社板块整合及互

联网化进程，成立景区投资事业部，探索开拓景区业务新模式。另一方面启动旗下会展公司和山

水酒店新三板挂牌，谋求借助资本市场推动公司业务发展。 

2015年全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05.8亿元，较去年同期略有下滑，实现净利润 2.95亿元，

同比 2014年下滑 18.8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滑 4.55%。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第二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该奖项是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组织实施、国

内质量领域的最高政府性荣誉，公司为唯一一家获此奖项的旅游服务企业。 

1、旅行社业务 

面对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积极应对，开拓进取，启动新一轮业务整合，积极布局目的

地服务市场，延伸产业链，进一步发展高端旅游。 



2015年，“互联网+旅游”已然成为趋势，大集团在旅游市场的发展势头强劲，万达系、海航

系、锦江系、阿里系等行业巨头迅速崛起，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面对多重竞争压力，公司大力推

动 B2C 业务转型与变革，将旅行社业务整合至中青旅遨游网总部，以“正品行货、创意主题、中

高端定制”为主打，自营和开放、线上和线下、研发和营销，都以产业互联网为方向，稳扎稳打，

注重产品和服务品质升级，不断推进旅行社服务的精细化、标准化、网络化。报告期内，亲子、

体育等主题化产品更丰富，暑期亲子旅行、海外观赛和户外旅行等新兴产品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

品体系。手机网站再次改版并推出遨游论坛新版块、旅游产品对比功能和微信支付功能，用户粘

性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中青旅遨游网荣获人民旅游盛典“2015中国旅游服务贡献奖”。 

2015年 1月公司高端旅游事业部法人化，成立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中青旅耀

悦以主题产品引领需求、以定制产品满足需求，凸显私人旅游顾问的独特格调，实现了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入境业务和商旅业务均保持平稳发展。 

2、整合营销业务（原会展业务） 

2015年，原中青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完成了从会展业务到整合营销服务布局的调整，完

成股改并成立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因受 2014 年承接超大项目影

响,2015 年营收同比 2014 年有所下滑,但净利润保持了平稳增长。中青博联业务已覆盖环渤海、

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国内四大核心经济区，业态涵盖会展、公关传播、体育营销、博览会

运营等专业服务。报告期内，中青博联成功承接了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各业务板块有效联动，

显示出对于世界级大会的高效一体化运营能力。中青博联同时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延伸领域，

包括以 PPP模式联合中青旅山水参与竞标“唐山南湖国际会展中心运营 PPP项目”；依托公司在旅

游运营和公关策划领域里丰富的行业经验培育新业务领域“目的地营销业务板块”，成功开拓黑龙

江、内蒙古、新疆等多地旅游局客户，表现出了良好的成长性。报告期内基于现有客户、供应商

资源和专业的线下整合营销能力，全面搭建数据资源移动互联平台，营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整合

营销服务生态圈。2015年 3季度会展公司启动新三板挂牌工作，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已对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反馈意见进行回复。 

3、景区业务 

乌镇景区 

2015年，乌镇景区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35亿元，同比增长17.38%，

实现净利润 4.05亿元，同比增长 30.12%；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795.3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84%，

东栅景区接待游客 395.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08%，西栅景区接待游客 400.11 万人次，同比增

长 22.41%，西栅接待游客数量首次超过东栅。截至报告期末，景区内共有客房 1770 间(不含乌村)。 

报告期内，第三届乌镇戏剧节成功举办，木心美术馆新装开业，首届当代艺术邀请展准备就

绪，传统民俗活动持续升级，乌镇公司下属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于报告期内投资的大型话剧《大

先生》在本报告披露时已开始全国巡演，乌镇的文化内涵持续丰富。2015年比邻西栅的乌村项目

建设完成，乌村项目是以“休闲度假村落”为定位打造的高端旅游生态度假区，可丰富景区的游



览项目、提高景区的接待能力,并提供 186间客房，进一步满足游客景区内过夜需求。作为世界互

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景区成功举办，乌镇在海内外的市场知名度和影

响力再次提升；景区在不断完善硬件设施的基础上更注重提升服务品质，商务会议市场表现出色，

前景乐观；报告期内，乌镇景区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运营模式，如优化拼包船政策，增加场馆互

动体验项目等，为景区创造出新的利润增长点。 

濮院项目目前仍处于前期阶段。 

古北水镇景区 

2015 年，古北水镇景区实现营业收入 4.62 亿元，净利润 4,701 万元；全年接待游客 147 万

人次，同比增长 50.85%。截至报告期末，景区内共有客房 956间。报告期内，古北水镇加大了营

销推广力度，拓宽销售渠道，多种类套餐的推出、加强同 OTA合作以及承接多个综艺节目的录制，

使得景区知名度和影响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团队占比也提升至 30%。在服务内容方面，景区新增

多家商铺，水街、小吃一条街等特色餐饮使得餐饮形式更加多样化，不同风格的高品质温泉项目

成为冬季产品的重要卖点，3700平方米的儿童活动体验中心——童玩馆的开业对于家庭游、亲子

游提高了吸引力。2015 年景区通过推出“古北过大年”、“长城下的圣诞小镇”、“中秋祭月” 等

系列节庆活动，以及夜游长城、热气球、长城马拉松等特色项目，极大的丰富了景区产品。景区

全年接待商务会议 624 个，已经成为众多企事业单位首选的京郊高品质会奖旅游目的地。 

4、酒店业务 

2015年，山水酒店坚持“直营、加盟和托管并重”的商业模式，借助酒店业务全面互联网化

和服务外包等举措，降低了经营成本，提升了经营效率。报告期内，山水酒店受新开酒店影响，

营业收入有所增长，净利润下滑。截至 2015年底，山水酒店共有分店 53家，其中直营店 31 家、

加盟店 17家，托管项目 5家。2015年 10月，山水酒店完成股改，更名为深圳中青旅山水酒店股

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6年 2月顺利挂牌新三版，为山水酒店在资本市场借力发展拉开序幕。报告

期内，山水酒店成功完成青运会住宿服务工作，荣获中国饭店金马奖“中国最具发展实力中端连

锁酒店品牌”，继 2014 年后连续两年进入中国饭店业协会“中国饭店集团 60强”。 

5、策略性投资 

中青旅创格科技华三总代理业务保持稳定发展，系统集成业务客户稳定。全年营业收入较去

年基本持平。 

受云南、贵州福彩业务提成比例下调影响，2015年中青旅彩票业务整体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

有所下滑。 

中青旅大厦继续为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租金收入和利润来源。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 2015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二级子公司共 23户，详见本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较上年度增加 2 户，系本年新设子公司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

北京本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详见本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康国明 

2016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