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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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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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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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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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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7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92,421.35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以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66,670,000股为基数，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人

民币 0.27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 7,200,090 元，占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 10.17%。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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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 6030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安国柱 安国柱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电话 0433-5310177 0433-5310177 

电子信箱 changbaishan@vip.126.com changbaishan@vip.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旅游服务业，包括旅游客运、酒店管理、旅行社及温泉水开发、利用业务。报告

期内，公司新增景区管理板块业务，成立天池管理咨询公司，其核心目的是以此公司为平台，不

断开展景区资源整合以及管理输出。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公司形成了以景区运营为引擎，以酒

店管理和旅行社为两翼，以温泉水开发利用为重要配套的业务格局。旅游客运是公司的核心业务，

主要涉及长白山三景区内游客运输、旅游车辆租赁、停车场管理等业务。获得长白山三个景区和

环山公路 20 年道路运输独家经营权，拥有省际包车资质，在区域内首家开展网约车业务。长白山

温泉皇冠假日酒店是与英国洲际酒店集团合作，建设品牌为皇冠假日的五星级温泉度假酒店，于



2016 年 12 月末投入运营，业务覆盖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会议服务、旅游信息咨询等，也是长

白山地区第一家国际标准的五星级酒店。蓝景温泉是以长白山天然火山自溢温泉水为主营产品，

拥有长白山北景区聚龙温泉独家采矿权，年生产 18 万立方米温泉水，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天池

国旅 2007 年被评为百强国内旅行社，2008 年初成功晋级为国际旅行社，2010 年被省局指定为高

端团队的指定地接社，产品主要以休闲度假等特种旅游产品为主，目前王牌产品包括：自行车骑

行、天池婚礼、日出观光等。景区管理业务主要负责长白山景区开发管理、旅游纪念品研发销售、

服务设施建设、导游讲解服务等，是公司品牌输出、管理输出的重要承载者、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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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124,453,849.01 1,115,024,891.41 0.85 905,419,828.26 

营业收入 388,577,954.49 306,887,768.22 26.62 318,529,75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0,792,421.35 71,112,221.50 -0.45 100,555,89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8,115,523.73 70,524,964.65 -3.42 99,377,78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50,247,082.54 901,191,537.83 5.44 859,888,478.4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2,891,509.37 129,489,950.31 -12.82 109,974,574.2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27 0 0.3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27 0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69 8.15 减少0.46个百分

点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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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94,557.26 50,461,965.85 240,547,412.68 71,774,0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090,382.77 -9,724,533.52 110,723,555.78 -2,116,21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8,422,731.36 -10,313,944.25 110,693,166.42 -3,840,967.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125,396.38 15,534,843.83 138,915,526.1 -433,464.1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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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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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58,533,060 59.45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6,414,971 9.91  质押 13,207,485 国有

法人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6,414,971 9.91  冻结 13,207,485 国有

法人 

长白山森工集团有限

公司                                                                                                             

 6,947,685 2.61  无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                                                                                                     

 5,466,940 2.05  无  国有

法人 

沈晓东                                                                                                                             222,800 1,087,800 0.41  无  境内

自然

人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华鑫信托·华鹏

6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000,000 0.37  无  其他 

潘立明                                                                                                                             65,400 801,393 0.3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张颖                                                                                                                                714,411 0.27  无  境内

自然



人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险

分红                                                                                           

 576,000 0.22  无  其他 

韩吟                                                                                                                                419,700 0.16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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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对于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而言是困难重重的一年，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一年，更是充

满收获的一年。全年实现收入 38，857.80万元，实现净利润 7，079.24 万元， 

2017年各项工作成绩显著，企业发展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一）树牢防范意识，安全管理持续深化。 

坚持执行“一日三检”“三岗同检”“部门三检”和“四个具备”；全员签订岗位安全生产责任状和

承诺书，稳固提升全员责任落实，实现安全检查“全覆盖”；接受国家、省、地三级安监部门督导

检查 12 次，得到高度评价。加强安全生产制度建设，全年修订完善《综合应急预案》《景区防暴

恐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大型应急演练 4次，各安全片区分项演练 60次，安全应急反应能力得到

切实锻炼和加强。开展道路旅客运输标准化一级和加油站标准化三级自评；全面实施危险源辨识

和风险评价工作，共识别风险部位 145处，涉及风险活动 75项、危险源 152个、风险事件 52种，

安全管理得到进一步深化。 

（二）调整产业定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2017年项目年度计划入统投资 3.54亿元，完成入统投资 3.58亿元。调整新增项目。温泉广场项



目调整为长白山火山温泉部落二期（综合体）项目，与树屋木屋区项目共同取得项目立项及环评

批复，并完成部分施工建设。完善续建项目。长白山国际温泉度假区建设项目，完成前后场及水

疗区景观，酒店维保及系统平衡调试工作。青年公寓建设项目，于 6 月初竣工交付使用，年度计

划目标全部完成。 

（三）加强区域联动，管控体系不断优化。 

通过智慧景区和北斗监控平台，实现北、西景区联动指挥，完成换乘中心、运动员村、瀑布停车

场、大停车场等区域监控布局，为景区安全运营提供智能保障。同时按照管委会“用城区调控景

区”总体要求，合理安排高峰期山门开放时间，协同公安交警部门对客流进行合理分流，缓解客

流高峰期“赶早”“集中”现象。与公交公司推出“长白山运动小镇 32景免费观光车”，引导游客

“景区观光，城区观景”，进一步分散缓解景区压力，同时带动城区旅游经济发展。2017年 12 月，

开通池北区至机场巴士专线，成立网约车服务部，与神州专车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向景区周边辐

射包车业务，满足社会化用车需求。 

（四）完善内控标准，企业管理全面提升。 

顺利完成 ISO9001新体系认证，通过 ISO14000和 ISO18000体系评审，积极申报吉林省服务名牌

复审工作；编制完成公司内控顶层设计文件《内部控制管理手册》、评价管理文件《内部控制评价

手册》和子（分）公司《内部控制操作手册》，设计流程 120项；2017年 12月，公司内审部被吉

林省内部审计协会评为 2014-2016年度吉林省内部审计先进集体。 

（五）丰富产品结构，精准营销收效明显。 

完成长白山雪节宣传推广工作，与 25家媒体签订长白山冰雪旅游产品推广协议；在省内 6个重要

客源市场开展“长白山冰雪温泉旅游直通车”活动，与景域集团就旅游规划咨询、品牌营销、旅

游票务分销和特种旅游产品销售等内容进行战略合作；开通驴妈妈旅游网长白山频道，独家线上

销售登山观日出、徒步、婚纱摄影等特种旅游产品；整合长白山周边资源，设计开发一日游、多

日游产品，打造长白山深度体验游。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于 2018年 4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并在上交所网站披露公告。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根据该通知，公司新增“资产处置收

益”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

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同时核算企业在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

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公司将资产负债表中将“划

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变更为“持有待售资产”，“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变更为“持有待售

负债”。 

（二）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

（财会[2017]15 号），修改了政府补助会计处理方法及列报项目。2017年 1月 1日尚未摊销完毕

的政府补助和 2017 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根据该规定公司新增“其他收益”科

目，该科目核算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三）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

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列报。利润表新增披露（1）持续

经营净利润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编制 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

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 1,044,356.61元、营业外支出 181,579.56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862,777.05

元。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和规定，公司设置了新的财务科目和对账务进行上述调整，本次公司

会计政策调整，不影响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会对公司 2017年度及之前年度利润水平产生影

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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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吉林省长白山蓝景温泉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景温泉公司）、吉

林省长白山天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池国旅公司）、吉林省天池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天池酒店公司）、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岳桦生态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桦生态公司）、

吉林省天池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池咨询公司）五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合并

范围增加了岳桦生态公司和天池咨询公司。 

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化”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