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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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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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952,475,544

元（占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重为 31.80%），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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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免 601888 中国国旅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筑军 何怡恒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2号

A座8层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2号

A座8层 

电话 010-84479696 010-84479696 

电子信箱 cdfir@ctg.cn cdfir@ctg.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所属行业为旅游业，报告期内主要从事免税业务。公司免税业务主要包括烟酒、香化等

免税商品的批发、零售等业务。此外，公司还从事以免税业务为核心的商业综合体投资开发业务。 

经营模式：公司统一向供应商采购免税商品后，通过配送中心向公司下属免税店批发各类免

税商品，再由公司下属免税店销售给出入境或海南离岛旅客。部分距离配送中心地理位置较远的

免税店，考虑到运输成本等原因，由供应商直接向这些免税店发货，再由公司下属免税店销售给

出入境或海南离岛旅客。 

2、行业情况说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2020



年入出境旅游市场几乎全面停滞，国内旅游人数 28.79 亿人次，同比下降 52.1%；旅游总收入 2.23

万亿元，同比下降 61.1%。从数据来看，无论是市场面，还是产业面，2020 年都是改革开放以来

旅游业最为艰难的一年。从 2020 年四个季度国内旅游市场的同比降幅来看，第一季度降幅 83.4%，

第二季度降幅 51.0%，第三季度降幅 34.3%，第四季度降幅 32.9%，降幅逐季收窄，中国旅游经济

自 2020 年第四季度开始已经进入了有序复苏到全面复苏的新通道，全年国内旅游市场走出了左长

右短的 U 型曲线。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正是海南省旅游的旺季，为减轻疫情对旅游市场的冲击，海

南省出台了多项举措，统筹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旅游经济强劲复苏。据海南省统计，2020

年海南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6,455.09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872.86 亿元，成为全国旅游恢复情况

最好地区之一。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指示精神，经国务院同意，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海南离岛免税新政（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33 号），即离岛旅客

（包括岛内居民旅客）每人每年累计免税限额提至 10 万元，取消单件商品 8,000 元免税限额规定；

新增天然蜂蜜、茶及茶制品、酒类、手机等七大类免税商品；除化妆品单次限购 30 件、手机 4

件、酒类合计不超 1,500 毫升以外，其他不限件数，所购商品需一次性随身携带离岛。随着海南

离岛免税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海南离岛免税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 

在海南离岛免税新政的有力推动下，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6 亿元人民币。根据《国际

免税新闻》（DFNI）和穆迪报道的最新统计，公司的排名从 2019 年的全球第四位跃升至 2020 年

的全球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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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增

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1,919,367,961.05 31,824,155,398.19 30,687,255,888.76 31.72 26,847,426,306.46 

营业收入 52,596,837,907.89 48,612,287,758.59 47,966,495,033.74 8.20 47,007,321,22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139,938,760.90 4,631,587,913.58 4,628,988,686.48 32.57 3,094,748,24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967,111,664.65 3,829,326,279.25 3,829,326,279.25 55.83 3,144,340,78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2,307,710,332.05 20,087,743,995.08 19,889,653,987.31 11.05 16,235,305,02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202,265,131.29 3,121,371,610.04 2,926,031,415.11 162.78 2,722,225,217.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1447 2.3722 2.3708 32.56 1.58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1447 2.3722 2.3708 32.56 1.58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9.37 25.38 25.61 

增加

3.99个

百分点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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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1,599,980.52 11,337,879,286.53 15,829,001,537.00 17,458,357,10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864,463.12 952,382,972.92 2,233,625,949.22 2,975,794,30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20,066,629.50 898,370,198.56 2,213,541,794.21 2,975,266,30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78,831,801.03 5,189,840,424.02 2,339,477,922.37 1,551,778,585.9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数据与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存在差异的原因：2020 年 5 月，公司收购海免公

司 51%的股权，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对第一季度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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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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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0 1,040,642,690 53.30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5,950,384 199,231,168 10.20 0 无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58,442,931 2.99 0 无 0 未知 

潘斐莲 -16,048,596 20,151,769 1.03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4,602,800 0.75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75,875 13,375,875 0.69 0 无 0 未知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

司－安本标准－中国A股股票基金 
-7,770,989 11,573,085 0.59 0 无 0 未知 

陈发树 6,209,916 10,113,719 0.52 0 无 0 未知 

梁瑞安 7,979,592 10,017,286 0.51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8,097 7,264,923 0.37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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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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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按照国务院相关文件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中国旅游集团 10%的股权无偿划转

给社保基金会持有，截至目前，该股权无偿划转手续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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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5.97 亿元，同比增长 8.20%；实现营业利润 96.94 亿元，同比

增长 31.79%；实现利润总额 96.72 亿元，同比增长 30.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40 亿元，同比增长 32.57%。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实

现较大幅度增长，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线上业务，充分把握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

施的政策机遇，离岛免税业务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机场等渠道免

税店客源同比大幅下降，应付租金同比减少，导致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40.22%，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是报告期内受新型肺



炎疫情影响，公司积极拓展线上业务，有税商品销售实现大幅增长，公司免税商品销售占比下降

所致。 

报告期内，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尤其是下半年海南离岛免税新政的实施，公司充分

把握政策机遇，深耕离岛免税市场，海南离岛免税业务实现大幅增长。其中三亚市内免税店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103.7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08.87%；海免公司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230.4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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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执行了财政部于近年颁布的以下企业会计准则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  

-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 号）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20 年财务报表没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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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

民币被合

并方名称 

企业合

并中取

得的权

益比例 

构成同

一控制

下企业

合并的

依据 

合并

日 

合并

日的

确定

依据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

至合并日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收入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海南省免

税品有限

公司 

51% 
同一母

公司 

2020

年 5

月 

取得

实际

控制

权 

2,058,225,077.98 232,598,586.51 1,280,933,359.11 126,643,273.27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适用 □不适用  

A、 本年新取得公司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1 中免（深圳）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本年新设 

2 中免凤凰机场免税品有限公司 51.00% 本年新设 



3 中免成都天府机场免税品有限公司 51.00% 本年新设 

 

B、 本年不纳入合并范围单位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本年不纳入合

并范围原因 

1 中免丰和（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51.00% 本年注销 

2 大连中免俪乐廊商贸有限公司 100.00% 本年注销 

3 中免集团青岛胶东机场免税品有限公司 60.00% 本年注销 

4 宁德中免免税品供应有限公司 70.00% 本年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