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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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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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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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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界 股票代码 0004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鑫 吴艳 

办公地址 
张家界市永定区三角坪 145 号张家界

国际大酒店三楼 

张家界市永定区三角坪 145 号张家界

国际大酒店三楼 

传真 0744-8353597 0744-8353597 

电话 0744-8288630 0744-8288630 

电子信箱 zjj000430@sina.com zjj000430@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包括：（1）旅游景区经营；（2）旅游客运；（3）旅行社经营；（4）旅游客运索道经

营；（5）其他：酒店经营、房屋租赁等。旅游景区包括宝峰湖，旅游客运包括环保客运、观光电车，旅行
社包括张家界中旅，旅游客运索道包括杨家界索道，酒店包括张国际酒店。  

    公司属于所处的行业为旅游业，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业已步入

大众消费时代，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公司目前主要经营性资产绝大部分位于张
家界市。而张家界拥有绝版的旅游资源，拥有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首批5A级景区等

桂冠。张家界经过建市30年的发展，早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和国内重点旅游城市。但近两年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常态化期间，旅游行业的整体基本面在缩小，受疫情影响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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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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840,860,164.04 2,795,611,103.77 1.62% 2,668,026,91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7,303,125.92 1,512,082,326.15 -9.57% 1,602,499,905.7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98,709,253.63 169,196,685.24 17.44% 425,258,69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178,062.10 -92,205,465.44 -46.61% 11,055,87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268,502.75 -110,830,139.50 -30.17% 5,257,70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42,893.40 -21,621,183.64 42.45% 155,829,99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3 -43.48%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3 -43.48%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9% -5.92% -3.47% 0.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773,475.08 90,231,405.05 52,436,720.31 29,267,65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18,834.59 4,638,163.20 -31,435,159.99 -76,762,23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628,678.15 1,928,448.90 -33,177,967.42 -79,390,30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24,698.29 24,305,350.60 -2,164,200.62 -1,259,3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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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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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0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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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家界市经

济发展投资
国有法人 27.83% 

112,653,1

31 
73,078,886 质押 56,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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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

司 

张家界市武

陵源旅游产

业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47% 
30,239,92

0 
 质押 15,119,960 

深圳市益田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79% 

19,398,64

2 
 质押 17,373,642 

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管

理处 

国有法人 4.73% 
19,151,94

9 
   

高勇 
境内自然

人 
3.16% 

12,801,05

2 
   

诺德基金－

兴业银行－

上海建工集

团投资有限

公司 

其他 2.95% 
11,930,16

4 
   

国机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 9,430,164    

张家界市土

地房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92% 7,772,400    

陕西文化产

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 5,739,460    

华安基金－

国机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

－华安基金

－国机资本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62% 2,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第二大股

东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6%的股权,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第一大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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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33,674,245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8,978,886 股，合计持有 112,653,131 股；

高勇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01,052 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0 股，合计持有 12,801,05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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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导致旅游行业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下举步维艰，

出入境游暂停，跨省游半停。作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旅游企业，公司严格执行有关部门疫情防控的要求，

做好疫情防控，紧盯疫情发展情况和市场恢复情况，稳妥有序恢复游客接待工作，通过压缩成本、狠抓经
营、拓宽融资、创新项目，恢复生产经营，稳定企业队伍。公司主营业收入在报告期第二季度较上年同期

有稳步提升。但在7月底张家界本地突发外溢疫情事件，7月28日起公司全面关闭旗下所有景区景点,直至9

月3日起才逐步分批次恢复游客接待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共实现接待购票游客人数为311.05万人，较上年同期250.56万增加60.49万人，

增幅为24.14%；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870.93万元，较上年同期16,919.67万元增长2,951.26万元，增幅为

17.44%；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17.81万元，较上年同期-9,220.55万元减少4,297.26
万元，减幅为46.61%；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426.85万元，较上

年同期-11,083.01万元减少3,343.84万元，减幅为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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