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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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4,743,002.14 元，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4,723,521.13 元。2020 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71,799,346.00 元，2020 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67,075,824.87 元。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决定 202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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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旅游 600749 *ST藏旅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郝军 张晓龙 

办公地址 西藏拉萨市林廓东路6号 西藏拉萨市林廓东路6号 

电话 0891-6339150 0891-6339150 

电子信箱 haojuna@enn.cn zhangxlam@enn.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主要业务，包括康乐旅游目的地运营和传媒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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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乐旅游目的地运营 

公司的康乐旅游目的地运营业务，主要包括自然和文化类旅游景区、康养综合体项目的开发

运营，以及景区与周边主要交通节点之间的短途客运业务等。公司目前运营的景区主要位于西藏

自治区林芝和阿里地区，其中林芝地区的景区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苯日、巴松措（客运、船游业

务）和鲁朗花海牧场景区，阿里地区的景区有神山、圣湖景区，其中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景

区为国家 5A 级景区，神山、圣湖景区为国家 4A 级景区。同时，公司在位于江西鹰潭的龙虎山景

区内，运营有“道养小镇•古越水街”项目。 

2、传媒文化 

公司的传媒文化业务，包括雪巴拉姆藏戏演出和《西藏人文地理》杂志。藏戏是藏文化的“活

化石”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雪巴拉姆藏戏的演出足迹已遍布全国，多次获得国内、区内大奖，

在收获广泛赞誉的同时，也为公司旅游业务的拓展提供了富有藏区文化特色的市场推广平台。《西

藏人文地理》作为公司运营的省级期刊，创刊十六年来已连续发行达 100 期。《西藏人文地理》以

“典藏西藏”为主旨和目标，坚持以原创内容，深度解读西藏历史、文化，全方位展示西藏地理、

生态资源，多次代表西藏刊物登上国际舞台。 

除此之外，公司还运营有旅行社业务，提供商旅、康养、会奖等旅游服务。 

（二）行业情况 

  1、国内旅游行业情况 

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稳中有升，在此背景下，我国旅

游服务业发展环境持续稳定。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数据显示，2011 年至

2019 年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规模保持稳定增长，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的平均增幅均远高于国

民经济的总体增速。文化旅游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行业，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景区运营类上市公司一度面临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

局面，但随着跨省游、组团游的逐步解禁，国内“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疫情防控机制常态化，

国内旅游复苏发展的市场环境持续向好。文旅部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 28.79 亿人

次，同比下降 52.1%。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国内旅游人数 2.95 亿人次，同比下降 83.4%；二季度

国内旅游人数 6.37亿人次，同比下降 51.0%；三季度国内旅游人数 10.01亿人次，同比下降 34.3%；

四季度国内旅游人数 9.46 亿人次，同比下降 32.9%。国内旅游人数降幅逐渐收窄，旅游市场信心

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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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报告显示，中长期发展来看，旅游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的大

形势下，支撑旅游业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持续增长的大众旅游基本面没有改变，旅游市场持

续向好和稳定发展格局没有改变。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2021年旅游经济运行持相对乐观预期，

并指出“根据保守预测，2022 年我国旅游业就能恢复到疫前的正常水平。” 

2、区内旅游行业情况 

旅游业是带动西藏经济发展和富民兴藏的支柱产业。“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十

三五发展纲要”中，旅游业带动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已逐步确立。近年来，西藏旅游行

业的接待量及收入规模的平均增长率均保持在 18%以上，年均旅游收入占全区 GDP 的比重超过

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6-2020 年区内旅游接待量及增长率              2016-2020 年区内旅游收入规模及增长率 

2020 年旅游市场平稳复苏。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区内旅游行业基本停滞，随着 7 月份跨省游

业务的逐步开放，下半年各景区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提升。根据西藏统计局《2020 年全区经济运

行情况》数据显示，2020 年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 3505.01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12.6%，实现旅游

收入 366.42 亿元，下降 34.5%。 

2020 年区内智慧旅游快速发展，在疫情防控、出行、消费、导览等方面的智慧化应用逐渐丰

富，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便捷、个性化的旅游服务。支持旅游业发展的大交通条件快速改善。铁路

运输方面，川藏铁路建设取得较大进展，拉萨至林芝段铺轨完成，拉林铁路预计 2021 年 7 月建

成通车；航空运输方面，2020 年拉萨新开航线数量增加，每周执飞航班较 2019 年增长 17.5%。

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1 年西藏拟新增航线 29 条国内航线，区内航线票价年内再降 20%，

2021 年西藏民航旅客吞吐量将突破 600 万人次，旅游人次和收入双双增长 20%以上。航线、班

次、旅游便利性和经济性的持续改善将有力促进西藏全时全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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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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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总资产 1,367,733,636.77 1,320,516,942.12 3.58 1,348,276,809.73 

营业收入 125,925,459.99 187,918,350.69 -32.99 178,599,166.66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119,662,025.80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43,002.14 20,842,355.56 -77.24 21,265,31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051,967.54 6,117,110.82 -509.54 4,336,67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33,788,289.23 1,055,157,295.27 -2.03 1,055,308,81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935,761.82 79,803,420.80 -73.77 38,167,337.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3 0.0919 -76.82 0.09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3 0.0919 -76.82 0.09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49 1.9538 减少1.50个百

分点 

2.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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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6,412.48 18,128,370.05 74,414,568.35 27,906,10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684,889.53 -13,836,940.43 31,442,439.71 5,822,39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8,812,127.42 -17,361,251.92 32,114,959.28 -20,993,54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216,431.98 -11,265,465.74 47,477,308.51 -5,059,648.97 

第三季度为西藏旅游行业的传统旺季，且跨省游业务于 7 月份陆续开放，公司景区游客接待

量稳步回升，第三季度公司经营业绩恢复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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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00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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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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风集团有限公司 0 29,921,325 13.1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京遥贸易有限公司 0 26,592,800 11.7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国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 26,017,748 11.46 0 质押 26,017,74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纳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0 22,680,753 9.99 0 质押 20,140,94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国际体育旅游公司 0 14,265,871 6.29 0 无 0 国有法人 

乐清意诚电气有限公司 0 11,234,786 4.9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杰 1,640,103 8,456,300 3.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文凯 -155,000 7,726,348 3.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2,565,000 4,770,000 2.1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钱旭璋 65,400 1,836,000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18 年 7 月 8 日，新奥控股分别与国风集团有限公司、西藏

考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其分别持有

的国风文化与西藏纳铭 100%的股权，从而间接收购国风文化及

西藏纳铭持有的公司股份。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控股股东与

郑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郑海持有的乐清意诚 100%的股

权。本次协议收购后，新奥控股通过国风文化、西藏纳铭及乐清

意诚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59,933,2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1%。国风文化、西藏纳铭、乐清意诚作为新奥控股的全资子

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2、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

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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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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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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公司按照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通知及西藏

自治区相关部门的统一部署，科学全面开展疫情防控的同时，及时调整发展思路，一方面通过 C

端客户（个人客户为主的直接客户）营销、本地旅游市场开发和数字化能力建设，挖潜全域旅游

市场。一方面增加康乐产品内容、加快 5A 景区建设和全面降本增效等举措改善经营，提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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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能力： 

1、打造精准营销能力。报告期内，公司针对不同时期的市场环境迅速调整营销策略，跨省游

开放前，公司以主题活动为吸引物，以定向精准推广为手段，电商和散客渠道共同发力，有效开

发本地 C 端客户。跨省游开放后，公司针对渠道市场快速布局，通过合作包销、包机包列等举措

提升客流量，对公司业绩恢复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与此同时，公司还通过新媒体矩阵和主题活

动产品，丰富线上直采产品，树立自有品牌效应，加大市场份额。报告期内，公司还推出清明踏

青交友活动、医护人员优惠活动、巴松措短视频大赛等线下活动，举办了苯日彩跑节、大峡谷音

乐节、彩林节、工布新年等主题活动，通过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实现良好的曝光效果，吸引大量区

内外游客直接参与。 

2、打造康乐旅游产品。为适应游客健康、高品质的旅游消费需求，公司充分利用景区自然和

人文资源，结合三济抑熵理论及康乐元素，构建了融合客户需求、信息交互、目的地资源的康乐

旅游产品三维模型，多维度满足游客需求，让游客在旅行中收获健康、愉悦的体验。报告期内，

公司巴松措景区推出藏药浴元素的泡椒酒吧，以及怡养、健康的水上瑜伽和禅修课程等；大峡谷

景区利用峡谷天然温泉推出的温泉疗养服务；苯日景区推出西藏美食和文艺表演的藏式特色林卡

项目。各景区还推出了以松茸等山珍为代表的特色餐饮，倡导健康食疗，受到游客追捧。 

3、推动全场景数字化运营。近年来，公司智慧旅游业务快速发展，通过游客动态画像、数字

化平台应用，赋能景区运营、游客服务和精准营销。公司智慧旅游平台在核心景区已实现健康登

记、分时预约等功能升级，提高了疫情防控工作效率；借助“慧游”系列小程序，景区实现了游

客即时互动并认知客户需求，有效提高游客体验和满意度评分；公司协助林芝旅游发展局，为“林

芝美宿之约旅游季暨旅游消费券发放活动”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目前，公司正积极参与林芝市智

慧旅游平台搭建，并主动探索自治区全域旅游的合作共建。 

4、落实 5A 景区顺利挂牌。报告期内，疫情影响导致公司营收大幅下滑，在自有资金周转相

对困难的情况下，公司优先保障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 5A 建设投资，以打造良好的游客体验环境，

培育细分、多元的消费内容，为景区盈利模式转型奠定基础。2020 年 11 月，雅鲁藏布大峡谷景

区正式获得文化和旅游部授牌，成为全国 2020 年首个新晋“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大渡卡遗址、

大桑树爱情广场、观山台和亲水台温泉等焕然一新，改造升级的游客中心、候车大厅和智慧导览

系统，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体验。 

5、降本增效确保业绩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强化降本增效原则，通过承接政府会议、代理林

芝啤酒、争取政策扶持等主动创值举措提高收入，并采用轮岗排班、控制费用、降低采购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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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景区运营效率；各景区还通过产品创新、收入结构优化、全员营

销、直播带货等形式，提高内容消费产品销量和游客转化率；公司还通过出租闲置资产等措施，

有效提高了资产运营效率，争取政策性支持也取得明显成效。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对公司主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592.55

万元，较去年同期 18,791.84 万元减少 6,199.29 万元，降低 32.99%。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 623.22 万元，较去年同期 1,359.70 万元减少 736.48 万元，降低

54.16%，销售费用率为 4.95%，较去年同期的 7.24%降低 2.29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

响，公司于 2020 年林芝桃花节等重要节日期间，减少了区外营销推广活动；管理费用为 5,409.54

万元，较去年同期 6,904.42 万元减少 1,494.87 万元，降低 21.65%，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公

司大力推动降本增效措施，收益较为明显；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为 441.26 万元，较去年同期

181.65 万元增加 259.61 万元，增加 142.91%，主要原因银行贷款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74.30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2,084.24 万元降低

77.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亏损 2,505.20 万元。 

（2）景区游客接待情况 

游客接待量下降。受疫情影响，公司各景区于 2020 年 1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暂停营业，春节、

藏历新年、林芝桃花节期间均未接待游客；本地旅游于 2020 年 4 月恢复，受西藏本地游客基数

较小等因素限制，各景区游客接待量恢复较为缓慢；随着跨省旅游于 2020 年 7 月逐步开放，公

司林芝各景区游客接待量虽自 7 月下旬开始快速回升，但全年接单量仍较上年有所下降；阿里地

区的神山、圣湖景区因普兰口岸未开放等因素影响，全年游客接待量下滑明显。 

自由行比重有所增长。随着在线旅游平台与景区的互动性不断增强，通过线上平台自主预定、

参加自驾俱乐部等方式选择自由行的游客日益增多，五一、十一假期期间，公司多个景区散客接

待量与团队游客已基本持平。公司在林芝地区开设散客接待中心，为自由行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服

务，散客中心推出的景区专线班车也为游客自助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 

景区特色体验项目广受关注。公司热气球观光项目自 2019 年在大峡谷景区、巴松措景区推

出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体验；巴松措景区的新能源帆船项目、湖畔泡泡屋项目以良好的游客体

验和口碑宣传，已成为巴松措景区新的网红打卡景点；苯日景区的玻璃观景平台、江心岛户外体

验项目已成为本地游客周边游的热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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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3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取得募集资金净额

56,960.72 万元，当年使用募集资金 144.83 万元用于购置景区运营观光客车，2019 年，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已终止原定募投项目。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现金管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0 年 1 月 14 日，公司于 2019 年 1 月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 亿元已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20 年 1 月 1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21 年 1 月 14 日，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和使用额度未超出董事会授权范围。具体可参

考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2020-003 号、2021-003 号。 

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 

2020 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共取得理财利息收入 1,166.93 万元。2020 年 4 月 17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6,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该事项已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46,000 万元的基础上，增加现金管理额度 4,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除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之外，公司已到期的结构性存款均已按期赎回，获得收

益共计 781.21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未超出授权使用范围。具体可参考公司通过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2020-010 号、2020-011 号、2020-016 号、2020-036 号、2020-037 号、

2020-038 号、2020-041 号、2020-050 号、2020-057 号、2021-001 号。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管理，在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通过闲置募集资金现金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管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等方式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详请参考公司通过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21-010 号）。 

（4）公司主营业务投资情况 

2020 年度，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 5A 建设作为公司重点投资项目，已顺利完成。景区智慧化

平台建设、游客导览系统、观景平台改造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大峡谷汽车营地、亲水台温泉、

尼洋河江心岛户外体验、敢敢咖啡、南峰下午茶等项目均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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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20 年年报全文第十一节，五、44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也可参考公

司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20-0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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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西藏巴松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西藏圣地文化有限公司、

林芝新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原名西藏鲁朗旅游景区开发有限公司）等 13 家公司。与上年相

比，本年合并范围减少西藏天创旅游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增加阿里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 2020 年年报全文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