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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康国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卫芹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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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8,688,998.65 16,436,703,099.78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394,894,057.45 6,592,202,921.37 -2.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3,411,769.45 75,238,463.55 343.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01,225,042.22 2,542,757,730.59 -5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7,770,736.83 64,092,957.5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06,468,450.85 55,127,012.2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1607 1.041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32 0.088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32 0.0885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636,217.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9,146.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51,601.54  

所得税影响额 -3,977,755.42  

合计 8,697,7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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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4,79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 124,305,000 17.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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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33,666,675 4.65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124,500 3.06 0 无  国有法人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475,000 2.83 0 无  国有法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2,670,853 1.75 0 无  其他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753,715 1.49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86,340 0.95 0 无  其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018L－FH001沪 
5,899,922 0.82 0 无  其他 

颜翠英 5,615,494 0.7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 124,3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305,00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 
36,201,171 人民币普通股 36,201,17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33,666,675 人民币普通股 33,666,67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12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24,500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4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75,0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2,670,853 人民币普通股 12,670,853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753,715 人民币普通股 10,753,71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86,340 人民币普通股 6,886,34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团体分红－018L－FH001 沪 
5,899,922 人民币普通股 5,899,922 

颜翠英 5,615,494 人民币普通股 5,615,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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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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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1亿元，同比减少 52.7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8亿元。针对本次疫情对居民旅游消费造成的持续性影响，及

旅游消费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构调整，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各版块业务、人员平稳过渡。 

旅行社业务方面，公司自 1月 24日、1月 26日分别暂停国内、出境组团业务后，第一时间

与境内外航空公司、邮轮等供应商协调争取第三方服务退改，并本着与客户风险共担的原则，针

对出行受到影响的游客提出“改期无损选择权”服务，争取最大程度降低损失。同时，公司根据

疫情走向快速启动国内旅游业务规划，加大城市周边游、自驾游等质优价美主题产品的研发，全

力以赴挖掘各项业务机会。 

整合营销业务方面，因部分项目受疫情影响延期或取消，报告期内中青博联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幅度较大。为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影响，中青博联聚焦价值创造，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一方面重

点加强与客户远程沟通，确保原有项目改期落地；另一方面围绕数字化转型，推出包含品牌发布

会、产品推介会、学术研讨会、论坛峰会、经销商会议、互动培训等功能的线上会议系统整体解

决方案，强化数字营销和线上会展产品研发，寻找科技赋能的创新业务增长点。 

景区业务方面，乌镇、古北水镇受疫情影响自 1月 25日起暂停开放，一季度乌镇游客人次同

比下降 82.97%，营收同比下降 78.99%；古北水镇游客人次同比下降 78.15%，营收同比下降 68.65%。

停业期间，景区在严控成本费用、争取各项产业复苏帮扶政策的同时，积极优化营销方案，针对

不同客群推出特色预售产品套餐，联合互联网企业合作开展直播活动，推出云游景区在线体验产

品，保持乌镇和古北水镇在疫情期间市场热度和品牌影响力不减。目前，乌镇东栅已于 2月 26

日恢复开放，乌村于 2 月 28日恢复开放，乌镇西栅于 4月 15日恢复开放，古北水镇 4月 23日恢

复开放。恢复开放期间，景区通过实行严格的人流管控制度、全面开展网络实名制预约购票、推

行智能设备防疫监测等，多举措保障游客和员工安全。同时，基于长期以来会展小镇和智慧景区

的打造，重新开放后的西栅景区融合线上线下游览服务，传统店铺均可实现网上支付、自助叫车、

自助办理入住，手机可获取精准步行导航、明星语音导游、一键定位，充分满足当前游客对智能

化、无接触和更加便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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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业务方面，受疫情及人员限流等防控措施影响，报告期内山水酒店营业收入降幅约 50%。

针对疫情对酒店行业带来的变化，一方面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为抗击疫情发挥作用，其

中位于武汉的湖北中青旅山水酒店及武汉山水爱斯酒店被指定为援鄂医疗队的住宿服务酒店；另

一方面公司积极探索长期疫情影响下的创新业务模式，根据居民餐饮消费率先复苏趋势，开拓共

享厨房、送餐等业务，根据企业复工差旅需求及隔离政策，推出“全净化客房”，为客户打造安

全、经济的住宿空间，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夯实市场口碑。 

策略性投资方面，创格科技因部分客户受疫情影响延缓采购及物流影响，一季度营收同比下

降，伴随复产复工步伐加快，正逐步恢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能力。中青旅大厦继续为公司带来持

续稳定的租金收入和利润贡献。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率（%） 说明 

货币资金 1,327,903,708.03 1,003,059,183.80 32.39 注 1 

预收款项   1,024,805,838.25  注 2 

合同负债 1,073,997,487.28    注 2 

应付职工薪酬 187,402,541.01 322,738,569.07 -41.93 注 3 

应交税费 137,576,586.04 260,672,857.57 -47.22 注 4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率（%） 说明 

营业收入 1,201,225,042.22 2,542,757,730.59 -52.76 注 5 

营业成本 1,058,471,240.18 1,933,228,950.54 -45.25 注 5 

投资收益 -56,856,379.68 -15,231,301.00  注 6 

经营性现金净

流量 

333,411,769.45 75,238,463.55 343.14 

 
注 7 

 

说明： 

注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主要是回收应收款及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注 2：预收账款及合同负债科目余额变化系根据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进行

的调整。 

注 3：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 2019年已预提的年终奖。 

注 4：应交税费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业务减少及支付 2019年税金。 

注 5：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降低系受疫情影响，公司旅游相关业务收入大幅降低所致。 

注 6：投资收益同比降低主要系合营企业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本期利润受疫情影响降低所

致。 

注 7：经营性现金净流量较同期增加主要系疫情后公司加大应收款收款力度及预付款项减少所致。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6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与光大银行联合设立光大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2亿元与光大银行共同发

起设立光大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筹）的议案》。2018年1月，财政部批复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青旅集团公司100%国有产权划转至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集团”)，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作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构

成关联法人。 

2018年12月，光大消费金融公司另一家发起人发生变动，公司拟与光大银行、王道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为10亿元，其中光大银行出资6亿元，持有60%

股权；王道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亿元，持有20%股权；公司出资2亿元，持有20%股权。该

事项于2018年12月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020年1月，公司收到光大银行转交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16号），同意光大银行在北京市筹建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临2017-037号、2018-045号、临2020-002号公告。  

2020年3月，公司认缴的2亿元已实际出资。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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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事件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下滑较大。随着公司景区运营、整合营销、国内旅游及酒店业务的逐步恢复，以及营销推广、

产品创新等举措的逐步落地实施，公司各板块业务量正在逐步回升，但整体业务规模和销售收入

尚难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预测2020年上半年，公司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很大程度下

滑并有可能发生亏损。 

 

公司名称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康国明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