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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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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36,747,90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安旅游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61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梦蕾

梦蕾

办公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 27 号旅游大厦
7层

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 27 号旅游大厦
7层

传真

029-82065500

029-82065500

电话

029-82065555

029-82065555

电子信箱

menglei@000610.com

menglei@00061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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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把握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方向，充分发挥"西安旅游"品牌优势，围绕全域旅游，紧扣"吃住行游购娱、
商养学闲情奇"要素，在资本市场、项目拓展、传统主业升级三个方面全面落实"提内拓外"工作思路，以构建传统+新兴业态
的产业体系为目标，尝试以精品酒店、健康医养、研学等为持续发展和盈利模式的特色鲜明、充满活力、具有品牌影响的产
业，构建"旅游+"的多轮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逐步实现公司业态结构更加优化，发展动能更加充沛的目标，搭建起"大旅
游、大市场、大产业、大发展"的新格局。
酒店板块，加快向中高端、特色化、精品化方向升级。并以即将竣工的胜利饭店及现有酒店为基础，与业内成熟的品牌
运营商洽谈合作；制订改造和提升解放饭店、上林宫酒店等存量资产的计划；择机并购盈利能力强的高星级酒店，逐步形成
高端酒店、精品酒店、民宿等组成的品牌谱系，实现酒店产品的更新换代。
旅行社板块，加大中高端产品，私人定制产品供给，充分发挥需求端与供给端桥梁作用，强化供应商管理，深度参与目
的地资源采购，提高社控比重。初步形成快速发展、规模扩张、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的成熟体系。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885,848,812.31

729,728,210.47

21.39%

800,363,64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271,013.63

-18,562,306.89

618.64%

10,713,27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228,985.75

-43,822,673.37

33.30%

-41,709,68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609,882.07

-140,590,500.75

56.18%

-50,316,849.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66

-0.0784

618.62%

0.04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66

-0.0784

618.62%

0.04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1%

-2.35%

14.06%

1.35%

2018 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1,208,563,062.72

1,402,923,151.48

-13.85%

1,381,848,345.35

870,370,784.99

775,791,728.13

12.19%

800,684,924.2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08,713,962.90

227,124,845.40

288,553,857.00

261,456,14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9,775.04

-1,607,360.54

-3,867,689.76

106,845,83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39,864.55

-3,827,384.52

-4,572,302.72

-13,689,43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533,604.21

370,708.50

16,048,783.09

-19,495,769.45

营业收入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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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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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0,98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6,465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西安旅游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西安江洋商
贸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7.29%

64,602,145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2,774,977

黄靓

境内自然人

0.89%

2,105,500

刘文其

境内自然人

0.68%

1,607,80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0.66%

1,565,500

罗军

境内自然人

0.63%

1,500,093

周景宁

境内自然人

0.54%

1,268,800

陈丽萍

境内自然人

0.51%

1,198,700

张伍林

境内自然人

0.51%

1,120,00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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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紧扣转型升级，传统主业面貌正在改变。公司制定“提内拓外”思路，以品质提升、服务提升为核心，挖
潜与创新并举，运营能力得到提高。其中：酒店板块围绕打造高星级酒店、特色精品酒店群思路开展工作。旅行社更加注重
向品质、特色、高端、定制、主题、个性化方向发展，旅游与文化的融合步伐越发清晰。
报告期内，公司抢抓大西安城市营销商机，分享城市发展红利。围绕“西安年·最中国”、“春满中国·醉西安”、“夏爽中国·嗨
西安”、“秋染中国·赏西安”等系列活动，各经营单位挖掘自身优势，创新营销手段，紧紧抓住旅游+文化题材，围绕各项主
题，精选50多个旅游目的地、推出15条各具特色精品线路，印象关中、狂欢音乐醉解放、Cool爽上林、中国年·全家游、奇
幻森林大露营、秋季网红研学游等全新产品，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互联网+不断增强公司吸引力。充分发挥微信、微薄、抖音、快手等新媒体作用，借助城市IP，努力讲好西
旅故事，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旅行社引入大数据，通过效果分析，使得投放的产品组合与线路更加精准。与广电网络合作，
近20家门店进入社区，不断努力打通旅游服务“最后一公里”；加大与携程、同程、去哪儿、途牛、驴妈妈、艺龙、飞猪、美
团等在线OTA的合作，提升目的地营销活跃度和精准度。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可持续成长理念，推进管理能力稳步提升。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不断强化市场、政策等因素带来
的各类风险防控能力，完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前移，深入一线解决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制订完善《服务提升方案》、
《经营工作清单》、
《品质与服
务报表》，全面开展绩效考核和经营督导。旅行社板块坚决抵制不合理低价游，酒店板块面向市场转变服务模式，并按照旅
游厕所开放标准要求制订硬件提升方案，细化服务措施，并将“首问责任制”落到实处，提升对客服务质量；同时，通过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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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明星”等活动的开展，形成比、学、赶、超良好氛围。
报告期内，公司守好安全底线，确保一方平安。深入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从讲政治高度牢固抓好
安全工作的落实。成立的安委会、消委会等领导机构，围绕消防、道路交通、食品卫生、建筑工地、特种设备、人员密集场
所、旅行社、各类合作商户安全等八个重点方面细化责任，强化现场督管，不断提高公司安全管理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本期营业收入88,584.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612.06万元，增幅21.39%，主要原因系旅行社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本期营业成本82,947.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786.56万元，增幅21.69%，主要原因系旅行社收入增加导致营
业成本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9034.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890.83万元,增幅586.72%，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报告期
转让子公司草堂奥莱35%股权影响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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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在
2018年6月15日发布《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的规定，对以下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相关项目的列示进行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列
示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列示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列示至“固定资产”项目；
“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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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列示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
目合并列示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在“管理费用”项目下新增“研发
费用”明细科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进行单独列示；在“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
息收入”明细科目，分别反映生产经营发生的利息支出及确认的利息收入。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
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以14,009.49万元的价格向西安旅游集团恒大置业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有的西安草堂奥特莱斯购物广场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35%的股权。截至2018年12月24日，相关的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该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奥莱公
司股权比例从51%降至16%，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在丧失控制权之日，公司剩余16%股权转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奥莱公司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谢平伟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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