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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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彭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文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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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9,891,039,229.07 41,919,367,961.05 41,919,367,961.05 1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5,190,944,920.11 22,307,710,332.05 22,307,710,332.05 12.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9,152,109.45 -878,831,801.03 -740,546,673.8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8,133,528,946.78 7,971,599,980.52 7,636,345,700.54 12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48,819,565.61 -21,864,463.12 -120,149,48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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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3,962,622.34 -120,066,629.50 -120,066,629.5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00 -0.11 -0.60 

增加 12.11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591 -0.0112 -0.061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591 -0.0112 -0.0615 不适用 

注：2020 年 5 月，公司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海南省免税品有

限公司 51%股权，公司对上年度末和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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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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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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8,278.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00,824.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60,616.69  

所得税影响额 -5,891,950.39  

合计 14,856,9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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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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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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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6,576,742 9.56 0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442,931 2.99 0 无  未知 

潘斐莲 23,000,000 1.1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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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2,806 0.80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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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瑞安 12,095,252 0.62 0 无  未知 

陈发树 10,001,019 0.51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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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6,485 0.46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6,821,280 0.35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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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040,642,69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642,69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6,576,742 人民币普通股 186,576,74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442,931 人民币普通股 58,442,931 

潘斐莲 2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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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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2,806 人民币普通股 15,692,80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60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02,800 

梁瑞安 12,095,252 人民币普通股 12,095,252 

陈发树 10,001,019 人民币普通股 10,0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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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6,485 人民币普通股 8,936,48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6,821,280 人民币普通股 6,82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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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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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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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年末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71,879,125.31 128,677,176.42 -44.14 
主要是本期结算商品销售款

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季度 

(1-3月) 

2020年1季度 

(1-3月调整后)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8,133,528,946.78 7,971,599,980.52 127.48 主要是本期离岛免税业务大

幅增长，同时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去年同期基数较低所

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48,819,565.61 -21,864,463.12 不适用 

少数股东损益 556,127,979.66 -278,316,057.14 不适用 

营业成本 11,041,544,831.59 4,306,231,380.77 156.41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增

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514,814,659.35 160,182,377.33 221.39 主要是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772,501,346.81 3,374,481,802.50 -47.47 
主要是本期应付机场租金减

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57,285,077.23 -27,956,473.63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税前利润大幅增

长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1季度 

(1-3月) 

2020年1季度 

(1-3月调整后)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8,783,390,284.96 8,051,479,259.83 133.29 

主要是本期海南地区销售收

入大幅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146,747,499.14 103,086,819.95 42.35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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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关的现金 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15,459,358,939.65 5,909,788,053.51 161.59 

主要本期采购商品支出增加

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930,749,816.67 671,801,044.97 38.55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与商品销

售相关的税费增加所致 

 

3.2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充分把握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的政策机遇，

精准施策，深耕离岛免税市场，持续推动海南离岛免税业务一体化经营布局，公司营业收入、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实现大幅增长。2021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1.34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27.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9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8.71

亿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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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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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辉 

日期 2021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