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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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康国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卫芹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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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6,398,679,166.09 16,436,703,099.78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432,319,127.67 6,592,202,921.37 -2.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10,057,534.58 1,175,376,172.16 -56.6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647,261,516.01 9,544,733,473.16 -5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7,877,418.66 544,814,331.36 -1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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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88,625,634.06 421,244,430.21 -16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2 9.35 减少 11.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767 0.7527 -123.4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767 0.7527 -1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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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0.00 400.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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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3,985.06 317,221,467.5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58,748.86 1,206,337.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6,845.30 -6,306,057.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34,221.19 -79,771,225.89  

所得税影响额 5,214,145.50 -71,602,706.70  

合计 5,479,903.53 160,748,2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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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3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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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 量 (%)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 124,305,000 17.17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2,124,500 3.06 0 
无 

 国有法人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475,000 2.83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19,800,983 2.74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547,831 2.01 0 无  其他 

杨三彩 7,008,092 0.97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6,859,532 0.95 0 无  国有法人 

王薇淇 5,688,595 0.7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颜翠英 4,435,494 0.6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4,344,000 0.60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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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 124,3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305,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12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24,500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4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75,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19,800,983 人民币普通股 19,800,98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547,831 人民币普通股 14,547,831 

杨三彩 7,008,092 人民币普通股 7,008,092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6,859,532 人民币普通股 6,859,532 

王薇淇 5,688,595 人民币普通股 5,688,595 

颜翠英 4,435,494 人民币普通股 4,435,49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4,3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4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光大集团股

份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青

旅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

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青旅集团有

限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尚不清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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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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公司各版块以新形势下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优化业务结构

与产品内容，加强内部联动与成本费用管控，第三季度业绩降幅收窄，实现营收 20.92亿元，净

利润 2,900.12万元。2020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47亿元，同比降低 51.31%；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亿元。 

景区业务方面，随国内疫情形势好转，乌镇呈逐步复苏态势，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较二季度环

比增长 143.68%，接待游客量环比增长 141.12%。2020 年前三季度，乌镇景区共接待游客 182.67

万人次，同比下降 74.99%；实现营业收入 4.70亿元，同比下降 65.67%；实现净利润 9,581.72万

元，同比下降 84.54%。报告期内，乌镇推出“乌镇如意桥夜市”，联合视频平台打造夜市国漫周，

激活小镇夜经济；深化小镇文化底蕴，打造非遗木偶戏、早茶客、乌村艺术沙龙等特色活动，丰

富游客游玩体验；夯实会展小镇标签，为 2020第二届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暨中国国际工业互联网

博览会提供高标准场地和高质量服务；加强宣传推广力度，在热门 APP中搭建线上宣传矩阵，并

倾情打造“今日乌镇”等视频专辑，提升品牌知名度和传播力。 

古北水镇在北京二次疫情有效控制、暑期旅游季及周边游需求释放的叠加利好因素下，第三

季度营业收入较二季度环比增长 194.06%，接待游客量环比增长 171.47%。2020年前三季度，古北

水镇累计接待游客 72.97万人次，同比下降 61.87%；实现营业收入 3.61亿，同比下降 51.73%，

实现净利润-1.33 亿元。报告期内，古北水镇专注于产品创新和迭代升级，利用暑期旺季打造长城

骑士夏令营、星光课堂等特色产品活动；重点加强京津冀区域的品牌推广和热点营销，同时作为

热门综艺节目《德云斗笑社》录制地点，再次展现古镇风貌，提升小镇知名度。此外，市郊铁路

怀密线已于报告期末正式开通运营，连通北京北站和古北口站，古北水镇未来游玩便利性将进一

步得到提升。 

整合营销业务方面，2020年三季度，中青博联一方面依托“博联云+”、数字营销等线上线下

解决方案，积极拓展商业合作机会，推进会展活动，营销传播业务复苏，另一方面，加强客户沟

通，促进重大项目落地执行。报告期内，凭借高级别会议管理经验和成熟线上会议技术，为“第

十二届中韩高层对话”提供服务，深度参与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并荣获服贸会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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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潜力示范案例”奖项，再次展现高规格会议服务能力及发展潜力；公司各区域各业态板

块持续发力，接连为 2020年中国药学大会、2020创合论坛、河北省（邯郸）园博会等大型活动贡

献专业力量，并继续推进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2020平谷世界休闲大会等重大项目的筹

备工作。报告期内，中青博联凭借在阿里巴巴 20周年年会上提供的专业服务，获得阿里巴巴经济

体采购联盟颁发的最佳交付保障奖，中青旅联科主导的 1项、深度参与的 3项作品列入文旅部公

布的《全国国内旅游宣传推广典型案例名单》，全国仅有 16项案例入选。 

酒店业务方面，山水酒店三季度经营情况逐步爬升，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33亿元，同比

降低 43.99%。报告期内，山水酒店持续聚焦智慧酒店系统研发升级，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

线上业务渠道，在后疫情时代以更安全的环境和更优质的服务赢得消费者青睐。报告期内，山水

酒店蝉联“中国酒店集团 50强”、“中国饭店集团 60强”等奖项。 

旅行社业务方面，受疫情影响，转型聚焦国内游产品，但因国内资源有限、竞争加剧等因素，

业务发展依旧承压。报告期内，中青旅遨游网以“做品质游，做深度游”为目标，推出“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旅游保障承诺，对所有自营产品提供行前及途中全方面安全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安

全出行；持续关注消费需求，陆续发布《2020年国内跨省游消费新趋势报告》、《2020私人定制

旅行趋势报告》等调研报告，深挖资源推进产品提质升级，优化定制旅游产品设计；布局房车游

市场，通过尝试房车自主运营和营地打造力求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同时发力红色旅游领域，开拓

业务发展新方向。 

策略性投资业务方面，创格科技和风采科技整体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4.70%，中青旅大厦继续

为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租金收入和利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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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率（%） 说明 

货币资金    1,409,277,771.42 1,003,059,183.80 40.50 注 1 

预付款项      343,054,915.18 920,674,481.11 -62.74 注 2 

其他应收款      156,421,175.34 235,466,220.08 -33.57 注 3 

其他流动资产      167,812,387.92 72,088,643.60 132.79 注 4 

在建工程      636,149,089.77 441,835,135.89 43.98 注 5 

短期借款    3,314,517,122.82 2,482,664,902.02 33.51 注 6 

应付账款      904,067,652.32 1,487,082,995.50 -39.21 注 7 

预收款项   1,024,805,838.25  新收入准则 

合同负债    1,296,179,572.37   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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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189,922,127.25 322,738,569.07 -41.15 注 8 

应交税费      104,115,185.57 260,672,857.57 -60.06 注 9 

其他非流动负

债 
     25,901,136.99 240,072,523.56 -89.21 注 10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率（%） 说明 

营业收入   4,647,261,516.01 9,544,733,473.16    -51.31 注 11 

营业成本 
  3,875,631,540.37 

  

7,220,050,082.65  
  -46.32 注 11 

销售费用     633,949,298.31   995,391,608.54    -36.31 注 12 

投资收益     -57,100,975.07    85,106,849.92   -167.09 注 13 

资产减值损失 -11,392,300.69  454,207.70  -2,608.17  注 14 

经营性现金净

流量 

510,057,534.58 1,175,376,172.16 
-56.60 注 15 

 

说明： 

注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主要是回收应收款及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注 2：预付款项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期预付的货款，本期已收到相关存货所致。 

注 3：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业务减少，回收相关保证金所致。 

注 4：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待抵扣进项税增长所致。 

注 5：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乌镇景区工程建设所致。 

注 6：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补充公司流动性需求所致。 

注 7：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乌镇支付工程款项所致。 

注 8：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支付上年度年终奖所致。 

注 9：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主要原因是由于各项税费减少所致。 

注 10：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主要原因是政府拨付往来款项明确用途转入其他收益所致。 

注 1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降低主要原因是系受疫情影响。 

注 12：销售费用同比降低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收入下降，各项费用降低所致。 

注 13：投资收益同比降低主要原因是合营企业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本期利润受疫情影响降

低所致。 

注 14：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的主要原因是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联营企业广州七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所致。 

注 15：经营性现金净流量较同期降低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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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 2亿元与光大银行共同

发起设立光大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筹）的议案》。2018年 1月，财政部批复同意公司控股股

东青旅集团 100%国有产权划转至光大集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作为光大集团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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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光大消费金融公司另一家发起人发生变动，公司拟与光大银行、王道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为 10亿元，其中光大银行出资 6亿元，持有

60%股权；王道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亿元，持有 20%股权；公司出资 2亿元，持有 20%股

权。该事项于 2018年 12月 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020年 1月，公司收到光大银行转交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16号），同意光大银行在北京市筹建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2020年 8月，公司收到光大银行转交的《北京银保监局关于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开业的批复》（京银保监复[2020]466号），北京银保监局已批准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消费金融公司”）开业。根据北京银保监局批复，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亿元，注册地为北京，主要从事发放个人消费贷款等业务。 

相关事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临 2017-037号、

2018-045号、临 2020-002 号、临 2020-032号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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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前三季度，受疫情事件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下滑较大。随着公司景区运营、整合营销、国内旅游及酒店业务的逐步恢复，以及营销推

广、产品创新等举措的逐步落地实施，公司景区、整合营销等板块业务量正在逐步回升，但考虑

报告期已实际发生的亏损，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公司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大程度下

滑。 

 

                                                              

公司名称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康国明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