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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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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和献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庆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丽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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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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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401,966.54 128,450,028.54 -6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459,181.69 35,318,454.33 -16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511,527.57 33,650,120.13 -16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2,621.25 33,171,613.81 -102.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1 0.0643 -16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1 0.0643 -16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1.44% -2.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833,393,704.52 2,858,675,395.31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33,341,541.35 2,554,809,011.04 -0.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5,982.0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9,843.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519.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66,050.2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6,999.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9.58  

合计 1,052,345.8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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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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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7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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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丽江玉龙雪山旅

游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5.73% 86,438,390    

华邦生命健康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6% 78,370,500  质押 78,370,500 

云南省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20% 50,563,500    

丽江市玉龙雪山

景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1% 31,902,745    

广州上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7,494,980    

丽江摩西风情园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6,311,422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 5,655,910    

郴州中地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5,596,392    

瞿启云 境内自然人 0.90% 4,972,282    

交通银行－华夏

蓝筹核心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65% 3,561,9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86,438,390 人民币普通股 86,438,390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78,3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78,370,500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563,500 人民币普通股 50,563,500 

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1,902,745 人民币普通股 31,902,745 

广州上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494,980 人民币普通股 7,494,980 

丽江摩西风情园有限责任公司 6,311,422 人民币普通股 6,311,42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5,655,910 人民币普通股 5,655,910 

郴州中地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5,596,392 人民币普通股 5,596,392 

瞿启云 4,972,282 人民币普通股 4,972,282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561,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根据管委会的《情况说明》，华邦健康及张松山先生可有效控制雪山公司所持公司 15.73% 

的股份投票权，雪山公司、华邦健康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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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 

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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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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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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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了 511.40万元，减少幅度为 68.86%，主要原因是本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影响,公司收入减少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了 1.98亿元，减少幅度为 84.9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 2 亿元理财产品本金及

利息所致。 

3、预收款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了 105.33万元，增加幅度为 76.50%，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旅行社的票款及押金增加

所致。 

4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了 872.85万元，减少幅度为 32.16%，主要原因是本期预缴了上年 4季度企业所得税，

同时本期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应交税款同比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 

1、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8704.81万元，减少幅度为 67.77%，主要原因是本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

所致。  

2、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803.57万元，减少幅度为 57.73%，主要原因是本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公

司游客接待量减少,促销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114.60万元，增加幅度为 39.14%，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4、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7.87万元，增加幅度为 895.40%，主要原因是本期根据《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8号）规定，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

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暂免征增值税,确认为其他收益。 

5、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156.62万元，减少幅度为 127.88%，主要原因是本期联营企业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影响,各联营公司收入减少，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6、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3.61万元，增加幅度为 320.89%，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已确认坏账所致。  

7、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13.68万元，增加幅度为 600.65%，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公司收到保险赔偿款所致。 

8、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6.03万元，增加幅度为 147.56%，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付游客受伤赔偿款所致。 

9、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786.98万元，减少幅度为 90.84%，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影响,公司利润总额减少导致企业所得税减少。  

10、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6248.85万元，减少幅度为 159.60%，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

响,公司收入减少所致。 

1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5677.76万元，减少幅度为 160.76%，主要原因是本期受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减少所致。 

12、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571.09万元，减少幅度为 148.90%，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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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收入减少，少数股东损益也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7885.55万元，减少幅度为 56.76%，主要原因是本期受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减少，从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也减少。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2282.55万元，减少幅度为 66.60%，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受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减少，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也减少。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538.15万元，减少幅度为 30.17%，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受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采购商品减少。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3129.69万元，减少幅度为 50.48%，主要原因是由于上年同期发放

奖金而本期尚未发放。 

5、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606.61万元，减少幅度为 40.31%，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减少导致各项税费减少。 

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2509.22万元，减少幅度为 55.57%，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受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减少导致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7、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3384.42万元，减少幅度为 102.03%，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减少所致。 

8、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亿元，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收回理财产品本金 2亿元所致。 

9、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545.36万元，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收回理财产品收益 545.36万元所致。 

10、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392.22万元，增加幅度为 65.14%，主要原因

是由于本期支付香巴拉项目进度款及龙腾公司进度款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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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2年 11月 16日,公司与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宁蒗县泸沽湖牛开地度假

村、里格精品度假村项目框架协议书》，为推进泸沽湖项目，公司在泸沽湖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龙腾公司，具体情况详见

2016年 2月 2日披露的《关于泸沽湖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同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龙腾公

司与泸沽湖管委会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公司于 2016年 2月 24日披露了《关于龙腾公司与泸沽湖旅游开发

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云南省政府泸沽湖现场调研后要求全面提升和完善泸沽湖景区规划，目前，泸沽湖片区规划

已经云南省城乡规划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公司已启动并推进牛开地建设项目相关前期工作，龙腾公司与泸沽湖管委会

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尚未完成注册设立。 

   2、2017年 12月 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牦牛坪索道改扩建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

牦牛坪索道进行改扩建。牦牛坪索道改扩建项目已经取得规划、环保、林业、国土等主管部门的 12项批文。在上报立项核

准过程中，该项目立项核准暂停审批，正在积极沟通汇报。 

     3、2018年 6月 15日，公司与宁蒗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宁蒗县泸沽湖摩梭小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书》，公司、投

资合作伙伴拟合作共同投资，在泸沽湖景区竹地片区（泸沽湖西北侧，北侧毗邻格姆女神山，东临里格村）建设运营泸沽湖

摩梭小镇项目，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19日、2018年 6月 2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宁蒗县泸沽湖摩梭小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书的公告》、关于签署宁蒗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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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泸沽湖摩梭小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书的补充公告》。2018年 8月 9日，公司与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丽江泸沽湖

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泸沽湖管理局）签署了《宁蒗县泸沽湖摩梭小镇项目投资开发协议》，具体情况详见 2018年 8月

1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摩梭小镇建设项目进展暨

签署摩梭小镇项目投资开发协议的公告》。2019年 2月 19日摩梭小镇建项目发展总体规划获得省发改委批复，2019年 3月

18日，摩梭小镇修建性详细规划通过省级专家评审，项目立项、节能、地灾、维稳等报批已完成，目前正在办理整体项目

选址意见书、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项目样板区办理完所有审批手续后启动建设，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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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年 1-6月净利润（万元） -8,000  至 -5,000 

2019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804.5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1月 25日起玉龙雪山景

区关闭,公司旗下的印象丽江演艺项目于 1月 24日停演;景区内的冰

川公园索道、云杉坪索道、牦牛坪索道、龙悦公司餐饮等业务于 1

月 25日暂停运营;古城丽世酒店于 1月 25日暂停运营、和府洲际酒

店于 1月 28日暂停运营、英迪格酒店于 1月 30日暂停运营。按照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第 10号通告《云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

防控的实施意见》和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丽江市旅游行业全面恢

复营业的通告》以及丽江玉龙雪山省级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玉

龙雪山景区恢复接待游客的公告》精神，公司于 2020年 2月 20日

起根据经营类型及性质分批次积极稳妥地有序恢复游客接待工作，

目前除印象丽江表演外，其他业务均已恢复营业，虽然前述业务已

恢复运营，但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市场短期内难以恢复，印象丽江恢复营业的时间不确定，新冠肺炎

疫情对旅游行业及公司短期经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受此影响，

公司 2020年度尤其是 2020年第一季度已出现亏损，预计第二季度

游客也难以全面恢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0,000 0 0 

合计 20,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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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和献中 

2020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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