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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 A                          公告编号：2019-29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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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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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海龙 独立董事 因公 吴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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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城 A 股票代码 0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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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山 陈兰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电话 0755-26909069 0755-26909069 

电子信箱 000069IR@chinaoct.com 000069IR@chinaoc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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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54,104,160.09 14,718,085,499.66 1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09,665,596.27 2,013,783,469.86 3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2,657,079,062.03 1,828,714,110.62 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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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543,719,070.46 -9,229,750,116.06 7.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25 0.2455 39.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25 0.2455 39.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3% 3.80%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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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602,561,989.83 294,167,136,809.80 1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864,070,363.70 59,123,312,515.26 1.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9,49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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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99% 3,855,685,442 1,138,152,352 --- ---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海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3% 618,062,871 --- --- ---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7% 268,292,085 --- --- ---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4% 265,864,078 ---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245,302,846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17% 178,108,855 --- --- ---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117,474,302 --- 质押 117,400,79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

组合 
其他 1.34% 109,780,813 ---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

组合 
其他 0.94% 77,001,004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3% 76,116,400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华侨城集团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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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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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6 华侨城

公司债 01 
16 侨城 01 112376 2021 年 04 月 13 日 66,712.55 2.98% 

2016 华侨城

公司债 02 
16 侨城 02 112377 2023 年 04 月 13 日 100,000 3.40% 

2018 华侨城

公司债 01 
18 侨城 01 112634 2023 年 01 月 18 日 250,000 5.59% 

2018 华侨城

公司债 02 
18 侨城 02 112635 2025 年 01 月 18 日 100,000 5.70% 

2018 华侨城

公司债 03 
18 侨城 03 112642 2023 年 02 月 05 日 200,000 5.54% 

2018 华侨城

公司债 04 
18 侨城 04 112643 2025 年 02 月 05 日 300,000 5.74% 

2018 华侨城

公司债 05 
18 侨城 05 112655 2023 年 03 月 12 日 80,000 5.35% 

2018 华侨城

公司债 06 
18 侨城 06 112656 2025 年 03 月 12 日 20,000 5.50% 

2019 华侨城

公司债 01 
19 侨城 01 112878 2024 年 03 月 19 日 250,000 3.8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6.70% 73.77% 2.9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46 4.52 -23.4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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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宏观经济及行业市场环境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我国发展当前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央坚定改革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增多。今年的形势纷繁

复杂，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从行业环境看，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房住不炒”，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区域市场分化加剧，一二

线城市尤其是热点地区土地市场竞争仍然激烈，三四线城市去化和房价有所回落，房地产行业整体规模增速较2018年显著放

缓。但也看到，我国城镇化率相比发达国家80%的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国家大力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培育发展现代

化都市圈，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文化旅游迈入融合发展新时代，国

内旅游持续增长，旅游产业保持景气水平，这也是我们发挥文旅品牌优势，大有可为的地方。 

（2）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形势，公司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砥砺奋进，攻坚克难，

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经营保持了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 

①经营业绩快速增长，各业务稳中向好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7亿元，利润总额4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0%、23%

和40%。公司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总资产达到3346亿元，较年初增长14%。 

分业务看，旅游业务保持行业领先，2019年6月，根据AECOM联合TEA共同发布的《2018全球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

华侨城继续蝉联全球主题公园集团四强。报告期内，公司旗下共有19家景区、开放式休闲旅游区、度假区及独立运营的演艺

项目和24家酒店、1家旅行社。公司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1782万人次，同比持平。七地欢乐谷接待游客人次同比有小幅增长；

北京欢乐谷、武汉欢乐谷、重庆欢乐谷游客增幅均超10%。 

房地产业务持续担当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在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调控力度不减的政策环境下，各地

产业务单位积极创新营销举措，多管齐下抢抓市场，项目推盘、销售、回款同比去年均有大幅增长。累计签约销售回款额同

比大幅增长，华侨城房地产公司、中部事业部销售回款表现良好。 

酒店及物业商业板块运营平稳。公司旗下酒店累计实现收入7亿元、同比增长7%，华侨城酒店集团再次跻身“2018年度

中国饭店集团60强”榜单。高端酒店表现突出，上海宝格丽酒店开业一个月即实现GOP 回正，开业以来间房收益保持上海市

场第一，宾客满意度位列全球六家宝格丽酒店及亚太奢华酒店品牌榜首；前海万豪酒店持续表现优异，上半年入住率达81%，

利润同比增长26%。 

②共享联动机制深入推进，协同效应进一步呈现 

进入2019年，落实共享共赢理念已经成为华侨城人的一种行动自觉，各区域事业部、子公司围绕公司统一战略部署，发

挥各自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作战，协同意识显著增强，协同效应进一步呈现。西部事业部与欢乐谷集团在西安沣东、

香港华侨城与华东事业部在合肥巢湖等项目深入合作，形成了良性互动；酒店集团和物商集团也积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服

务各地镇化项目，酒店集团新签约管理3家酒店，新增客房650间；物商集团创新机制，走出华侨城，与民企合作成立扬州公

司，开拓区域市场。 

③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注入发展新动能 

公司紧密关注市场形势变化，全力推动产品、服务及发展模式创新。产品及服务推陈出新，北京欢乐谷五期、南昌玛雅

乐园如期开业，为主题公园注入新的活力；重庆欢乐谷引入超级飞侠IP，实现优质文化IP利用的突破。公司整合营销全面发

力，依托花橙平台搭建起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营销合作体系，实现华侨城全部旅游产品线上销售；启动第二届华侨城文布，

全体员工参与营销推广；欢乐谷集团统筹七地欢乐谷，整合经典传统节目和当下新颖的元素，联合开展魔术节、网易游戏《第

五人格》等系列活动，增强了景区吸引力。 

④项目投资节奏稳健，资源版图持续扩张 

公司按照“以收定投”策略，不断优化资源储备结构。上半年共落地项目18个，权益口径总投资金额181.40亿元，新增权

益建筑面积436.78万㎡，同比上升90%。公司新增土地储备仍以一线和二线重点城市为主，进一步深化了在深圳、西安、无

锡、南京、武汉、济南、成都、郑州等城市的战略布局。同时，契合党和国家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重大战略部署，落实“发展更具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等多项涉及文化旅游领域的相关举措，发挥公司的文化旅游产业

优势，抓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在深圳、潮州、茂名、汕尾等城市落地多个新项目。 

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公司积极发挥文化旅游品牌优势，新获取的16个土地项目中有12个以底价成交，以较低的成本储

备了一批优质资源，与同行其他企业相比有较大成本优势。 

    （3）下半年经营策略 

下半年，公司将持续关注国家政策、市场形势变化，积极落实华侨城 “价值实现者”的新战略部署，确保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 

①强化底线思维，加快资源周转 

全面梳理盘点公司现有可售货源和土地资源，重新审视各项目开盘、回款计划，按照“紧前不紧后”的原则，力争开盘节

奏再提速、回款周期再缩短，加快现金回流，控制负债率，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 

一坚持“现金为王”，提高项目推盘速度。密切关注项目所在地的政策调控走向，提高市场预判能力，准确把握切入市场

的最佳时机；不断创新合作开发模式，多渠道优化开发团队，进一步提高项目建设和推盘速度，同时做好成本控制，提高项

目运营能力，争取项目利益最大化。二是坚持“回款”才是硬道理，加快项目去化。对于部分总盘货值大、政府调控、市场遇

冷的产品，制定灵活的价格和销售策略，通过“整售+散售”结合、“以量换价”、“以时间换空间”等多样化手段实现去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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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去化难度大的产品，果断决策，积极通过资产证券化、股权转让、资产处置等方式，快速盘活。 

②坚持稳中求进，优化资源储备结构 

做好项目去化和储备平衡。一方面全力压缩已售项目的回款周期，确保公司流动资金安全、充裕、合理；另一方面，聚

焦能确保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优质项目资源，继续发挥公司在在文化旅游方面的优势，以优中选优原则，滚动补充公

司的优质项目资源储备，并优化项目资源储备结构。深刻理解国家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等区域的发展战略，深入研究各地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把握机遇、择优布局；对已有布

局的重点核心城市，要持续深耕，实现一城多点扩大化发展。 

③落实创新驱动，增强旅游核心竞争力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强化华侨城主题公园“特色、品质、创新”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华侨城旅游竞争力，保

持文化旅游行业创新发展的排头兵位置。 

一是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创新步伐。整合旅游管理部、欢乐谷集团等创新研究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强化公司内部的业

务协同，提升创新效能。紧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加大IP培育和新产品研发力度，加快智慧景区建设，

推动公司旅游业务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市场化方式引进一流创新人才，让优秀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 

二是以更高的视野融入全球创新。积极与国内外知名旅游集团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推进对优质主题公园项目的并购整

合，补齐旅游产业链，推动华侨城打造世界一流文化旅游企业进程。 

④增进业务协同，提升管理水平 

匹配当前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着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协同作

战能力。一是增进内部协同，从全局出发，打开各子公司间的合作边界，充分挖掘各自资源禀赋优势，相互补强、协同发展；

二是加强与战略合作伙伴的业务协同，用好地产联盟、策划规划联盟等平台，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创新合作模式，让专业

的人干专业的事，实现在战略、能力、资源等方面的补差，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助力；三是强化下属企业能力建设，梳理管理

权限，明确权责清单，做实、做强区域事业部本部，提升下属企业的综合管理和平台运营水平，增强区域管控能力；四是加

快建设资金结算中心，大力推进资金统筹，提高使用效率。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及其所属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四项新金融工具会计准

则，详见“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②执行新的财务报表格式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本公司

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利润表：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将“减：信用减值损失”调

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 2019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17 户，比上年度增加 22 户，减少 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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