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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888                                公司简称：中国国旅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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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旅 60188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薛军 何怡恒 

电话 010-84479696 010-8447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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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citszq@citsgroup.com.cn citszq@citsgrou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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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17,365,748.53 20,932,207,413.07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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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952,388,667.41 14,033,111,253.80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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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9,929,637.00 1,560,375,557.79 41.63 

营业收入 21,084,721,588.61 12,567,616,296.32 6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9,116,666.64 1,300,196,681.66 4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0,288,162.75 1,286,924,986.15 48.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4 9.95 增加2.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29 0.6659 47.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29 0.6659 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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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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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30 1,079,692,2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0.43 203,647,544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3.93 76,749,718 0 未知   

潘斐莲 未知 1.66 32,390,000 0 未知   

上海乐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1.08 21,014,48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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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本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本

环球－中国 A 股基金 
未知 0.69 13,473,785 0 未知 

  

UBS   AG 未知 0.67 13,080,302 0 未知   

戴靖 未知 0.65 12,697,300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未知 0.54 10,553,085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潘斐莲和戴靖为一致行动人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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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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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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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化企业战略，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为突破口，坚持战略引领，加快资本、资产、经营三轮驱动发展，紧紧围绕产

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能力，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实施，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其中旅游服务

业务持续推进旅行社业务转型升级，加强整体管控能力，整合内外部资源，持续推进线上线下一

体化经营。免税业务通过并购、投标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境内外大型免税渠道，并大力推进资源的

重组整合，进一步巩固了国内行业龙头地位，国际化发展进程也得到稳步推进。旅游投资业务稳

扎稳打，按计划推进三亚海棠湾河心岛项目。 

1、旅游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提高整体管控能力，积极转变旅行社业务管控模式。在渠道管控方面，

加强门市管理，规范门市运营，加强门市风险管控。加强总部对全国下属企业线下门市网络的业

务及经营管理，推广蒲公英平台。不断提升全级次企业“B2B+财务共享平台”运营质量，提升所属

企业门市规范化管理，促进线下渠道健康有序发展，探索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在集中采购方面，聚焦优质资源，提升集采管理能力。深度开发三峡宜昌地区旅游资源，开

展“三峡„船‟奇—中国国旅带你游宜昌”集中采购项目；继续开发国内优质度假资源，加大单项资源

集采，延续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澳门金沙度假区、广东长隆旅游度假区的合作，新增三亚亚特

兰蒂斯酒店签约，实现集中采购全网分销。 

在产品研发方面，加强产品自主创新，打造优势产品。继续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产

品，推出“意大利重点目的地”项目；加大差异化产品研发，推出系列小包团产品；加强业态创新，

加强旅游产品的创新力和丰富度，积极介入细分市场；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战略合作，探索“旅游

＋传媒”新路径；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战略合作，开拓“旅游+医疗”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旅游服务业务持续发展。在出境游业务方面，以英国、美国为试点，扩大研

学、夏令营等产品的开发；在欧洲市场精耕细作，推出意大利南部专线产品，并精心打造“意境之

旅”产品系列，主打“诠新全意”、“意味南望”两个拳头产品。在入境游业务方面，探索新产品、新

市场、新客户和新模式，重点打造英语市场的散客成团产品，参加维也纳、苏黎世、奥斯陆、莫

斯科等多个国际旅游展，召开产品推介会，加大推广力度。在国内游业务方面，继续开发国内优

质度假资源，加大单项资源集采；加大差异化产品研发，快速向自由行产品转型，根据市场个性

化需求推出系列小包团产品。在会奖业务方面，完成 2018 年葆婴成长进步之旅项目，积极做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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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方案新颖独特及信息化系统的落实执行；完成 2018 年 ITCM 展会项目，发掘新客户的同时，加

强老客户的深挖；完成 2018 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项目，向体育、文娱方面拓展，扩大营业规模及

影响力。在海外签证业务方面，完成芬兰签证公司、罗马尼亚签证公司的筹建，并正式对外营业；

继续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签证公司的规章制度，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境内内部管控及签证业务资源

整合。  

2、商品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免税业务渠道拓展取得重大突破。成功收购日上免税行（上海）有限公司 51%

股权，并完成收购后的海外采购体系整合工作，7 月中选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7

年免税经营权（预设合同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始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与皇权集团（香港）

成功合作，获得澳门国际机场为期五年的免税经营牌照；获得嘉年华旗下歌诗达邮轮有限公司大

西洋号邮轮的免税经营权，标志着公司首次在国际知名邮轮上自主经营免税品，开启了邮轮免税

业务新篇章。通过上述渠道的拓展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免税业务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免税商品议价能力、品牌引进、渠道拓展、盈利能力方面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市场分析研判，切实提升核心能力。在采购招商方面，与供应商就新项

目、毛利率、新品等重点问题进行深入沟通谈判，加快开发引进新品类及新品牌，组织开展品牌

汰换，引进新品，优化品牌结构，丰富产品线，引导消费升级。在零售运营方面，持续推进香港

机场、首都机场、杭州机场等重点门店升级改造，提升销售管理和服务水平，积极推进新中免形

象升级设计。在市场营销方面，开展品牌规划专项工作，制定市场营销计划方案、大会员体系整

合和品牌整体规划，完成品牌提升方案，推进首都机场 T3、广州机场 T2 等门店试点工作，完成

澳门机场 VI 规范。优化升级会员服务体系，推进会员系统整合工作，以消费者为中心推进免税业

务线上平台和会员营销工作，积极完善和优化三亚国际免税城和首都机场免税业务线上平台；借

助网上平台，开展有针对性的会员推广和营销宣传工作。 

3、旅游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打造三亚海棠湾河心岛项目，从品质、品牌、形象、质量、进度、成本

等多方面加强管控，按时完成钢结构、幕墙、精装修深化设计，对幕墙、金属屋面等重要的设计

方案多次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从安全、成本、效果、舒适度等多维度进行论证与优化，力求全

方位提升项目品质。目前工程建设按照年初既定计划有序开展，地下室外墙防水施工、回填土完

成；屋面钢结构开始安装；机电各专业全面进场施工；外幕墙样板段施工完成，精装修样板段施

工中，景观园林施工单位已进场。招商工作稳步推进，与诸多高端、知名品牌商户进行了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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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0.85 亿元，同比增长 67.77%。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

来自于免税业务的贡献，报告期内公司免税商品销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49.47 亿元，同比增长

126.31%，其中报告期内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实现免税业务收入 40.32 亿元，带来免税业务收

入增量 8.98 亿元；首都机场免税店（含 T2 和 T3 航站楼）报告期内实现免税业务收入 39.73 亿元，

带来免税业务收入增量 26.11 亿元；通过收购日上免税行（上海）有限公司增加免税业务收入 38.34

亿元；2017 年 11 月营业的香港机场免税店报告期实现免税业务收入 9.52 亿元。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40.90%，比去年同期提高 12.17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公司毛

利率较高的商品销售业务收入占比由去年同期的 56.25%提高至今年的 73.99%。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30.54 亿元，同比增长 59.99%，实现利润总额 30.62 亿元，同比

增长 58.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9 亿元，同比增长 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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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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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刚 

2018 年 8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