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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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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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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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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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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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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思远 李岚 

电话 010-58158717、58158702 010-58158717、58158702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5

号中青旅大厦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5

号中青旅大厦 

电子信箱 zhqb@aoyou.com  zhqb@aoyou.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5,578,817,007.07 14,593,783,893.29 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400,228,722.85 6,119,633,898.01 4.5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1,356,060.51 264,987,010.53 104.30 

营业收入 5,852,505,878.96 5,566,974,168.46 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2,184,022.65 404,891,159.15 -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7,932,852.83 305,845,094.82 -15.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06 7.00 减少0.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80 0.5594 -5.6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4,902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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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青旅集团公司 国有法

人 

17.17 124,305,000 0 无 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其他 5.00 36,201,171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4.56 33,000,78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4.50 32,556,702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3.06 22,124,500 0 无 0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83 20,475,000 0 无 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其他 1.75 12,670,853 0 无 0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摩根士丹利中国 A 股基金 

其他 1.55 11,193,021 0 无 0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1.49 10,753,715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 沪 

其他 1.37 9,889,74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与

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青旅集团公司）的间接

控股股东同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青创益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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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坚持以建设全球领先的综合旅游服务商为目标，持续推进各板块业务稳

步发展。报告期内，中青旅遨游网进一步优化管理机制，增强业务拓展能力；整合营销业务继续

优化服务品质，强化行业领先优势；景区业务持续升级转型，整体运行稳健；山水酒店加快国内

布局，保持收入稳健增长；策略性投资继续贡献利润。公司在报告期内连续第 15年入选中国品牌

500 强，品牌价值达到 241.64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53 亿元，同比增长 5.13%；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2 亿元，受同比人工成本及财务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同比下降 5.61%。 

旅行社业务 

2019 年上半年，中青旅遨游网坚持深挖客户需求、打造优质旅游产品，持续提升品牌吸引力。

报告期内，公司设立中青旅重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布局中西部旅游市场。同时在产品端持续

发力，注重旅游者文化和休闲品质体验，打造乡村旅游、北京世园会、“一带一路”等专题旅游产

品，持续提升产品吸引力。 

整合营销业务 

报告期内，中青博联及其子公司全力保障北京世园会(2019.4.29-10.7)筹备接待及后续运营

工作，为世园会场馆运营管理、游客服务及礼宾接待、票务现场运营等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

同时中青博联深度参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第二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等政府和行业知名企业的

众多整合营销活动，实现营业收入 12.01 亿元，同比增长 10.29%，实现净利润 2,119.32 万元，

同比增长 18.37%，持续提升在整合营销行业的影响力。同时，报告期内，中青博联荣获金鲨鱼

奖·2019 新三板卓越品牌奖。 

景区业务 



乌镇景区 

2019 年上半年，乌镇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人数 445.98 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乌镇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8.55 亿元，同比增长 2.60%；实现净利润 4.72 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乌镇景区继续结构转型，打造“度假—会展—文化”小镇品牌，提升综合盈利能

力，巩固市场优势地位。度假方面，乌镇与乌村联合主打“亲子”、“戏剧节”、“互联网”等主题

夏令营套餐产品，同时常设 4-10 岁儿童俱乐部，提供儿童托管和专属主题活动，致力实现更加优

质的亲子休闲度假体验。会展方面，乌镇依托世界互联网大会高规格硬件配套设施和高级宴会师、

一对一管家团队等高附加值服务，不断拓展各种类型、规模、级别会展营销活动外延，成功接待

“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一带一路”国际税收征管合作论坛、三星 S10 系列手机发布会、2019

华为用户大会、2019 海尔中央空调节能生态交互峰会等，逐步积累优质客户和市场口碑，构筑竞

争壁垒。文化方面，继成功打造“乌镇戏剧节”后，继续培育乌镇标签文化产品，2019 年第二届

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多维度吸引逾百万游客参与体验，其中北栅丝厂、粮仓展区吸引累计超

过 15 万人次观众购票参观，进一步拓宽乌镇景区文化内涵与视野。 

古北水镇景区 

受竞争压力加剧及交通瓶颈因素影响，古北水镇 2019 年上半年共接待游客 100.68 万人次，

同比下降 8.81%；实现营业收入 4.20 亿元，同比下降 8.04%；因参股房地产公司投资收益大幅减

少，净利润同比下降 47.23%。 

报告期内，古北水镇景区一方面依托长城文化和水镇氛围，突出季节特点，精心设计“长城

庙会过大年”、“春季运动会”、“BBQ 经典电影之夜”、“缤纷夏日泳池派对”、“长城星空帐篷营”、

“骑单车游长城”等主题活动，通过不断更新丰富产品内容保持景区对度假休闲客人的持续吸引

力；另一方面景区凭借独特的会展资源、个性化的会议策划、沉浸式的游览体验，持续深耕商务

会议市场，顺利举办“联想群英大会”、“澳优奶粉品牌发布会”、“思科集团家庭日活动”等项目。

同时，古北水镇景区加大品牌推广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品牌营销，积极开拓华东和中远市场，

力争打造全国性综合旅游度假目的地。 

酒店业务 

2019 年上半年，酒店市场整体增速放缓，中青旅山水酒店实现营业收入 24,486 万元，同比

增长 9.75%；受新店开业影响，净利润同比下降 14.27%。 

报告期内，山水酒店探索不断强化连锁管理水平，创新合作模式，拓展运动会住宿外包服务，

签约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唯一住宿服务运营商，并成功当选深圳市零售协会副会长单位，荣获



“2018 年度中国饭店 60强”、“2019全球酒店业最佳酒店管理集团‘金樽奖’”、“中国企业信用等

级 AAA 级”等奖项。  

“旅游+”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顺应旅游行业结构调整方向，继续开拓“旅游+教育”、“旅游+体育”、“旅游+

康养”等“旅游+”业务，推进大文旅产业发展。“旅游+”板块围绕精准对接业务需求，通过加强

与学校合作、积极参与体育赛事营销策划、创新相应主题产品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主业拓展能力。 

策略性投资 

报告期内，创格科技及风采科技营业收入同比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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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以下合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于 2019 年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 号），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 2019 半年度财务报表，对本公司的

影响列示如下： 

1、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别列示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票据根据应收票据的期末

余额减去相关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应收账款根据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减去相关坏账

准备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重分类列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 

3、对本期涉及新金融工具资产项目的减值计入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表。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科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科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238,610,923.51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49,113,499.8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189,497,423.64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97,190,242.9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97,190,242.98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60,402,810.23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损益 

60,402,810.23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康国明 

2019 年 8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