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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2017023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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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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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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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旅游 股票代码 00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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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宁 孙阳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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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 760号丽江玉龙

旅游大楼 

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 760号丽江玉龙

旅游大楼 

电话 0888-5105981 0888-5306320 

电子信箱 ljyn@vip.sina.com bibo515@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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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884,694.55 359,740,573.25 -1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930,309.73 116,075,812.82 -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9,800,095.08 116,155,802.66 -1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6,019,739.47 140,957,373.07 -1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19 0.2112 -13.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19 0.2112 -13.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3% 5.51%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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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6,479,856.54 2,777,738,622.49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20,112,959.31 2,170,110,430.47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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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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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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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26% 50,8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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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卓 境内自然人 5.00% 27,475,50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6% 14,04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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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47% 2,602,950    

览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2,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为雪

山管委会控制。          

2、张松山先生为华邦健康的实际控制人，担任华邦健康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一卓先生系

张松山之子，张一卓先生与华邦健康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3、张松山先生通过其控制下的华邦健康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的股权，张松山先生在雪山开发公司及本公司担任董事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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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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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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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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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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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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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推动公

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各项业务的发展，积极有效地发挥了董事会的作用。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经营团队根据2017年度目标任

务以及总体工作的部署和要求，针对政策及市场变化，积极调整市场策略、加强营销和市场拓展力度。 

     2017年上半年，为整治旅游市场突出问题，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确保云南旅游市场秩序实现

根本好转，云南省相关部门开展了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因旅行社相关政策的调整，引发短期旅游市场的波动，团队游市

场的下降态势较为明显，对公司第二季度经营业务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一)经营概况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888.47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减少11.36%，完成全年经营指标的39.8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93.03万元，同比下降13.91%，完成全年经营指标的42.52%。 

    报告期内，公司三条索道共接待游客 165.93万人次，同比下降 8.13％。其中，大索道接待游客 117.15万人次，同比

下降 3.49％；云杉坪索道接待 43.23万人次，同比下降 22.71%；牦牛坪索道接待 5.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48％。丽江和

府酒店有限公司（含洲际酒店、英迪格酒店、丽世酒店，5596商业街）实现营业收入 4,397.80万元，同比下降 1.39%，亏

损 1,546.74万元，亏损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268.49万元。由于旅游市场整治措施及旅行社相关政策的调整，引发短期旅游

市场的波动,印象丽江接待游客 50.95万人次，比上年同期下降 32.65%，实现营业收入 5,417.09万元，同比下降 33.72%。

龙悦餐饮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6.71万元，同比下降 2.92%。龙德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3.45万元，同比增长 40.19%。 

    （二）稳步推进项目投资建设工作，积极布局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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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依据“立足丽江，辐射滇西北及云南，延伸拓展滇川藏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圈，放眼国内知名旅游

目的地”的既定战略，积极寻找投资机会，加强和当地政府、企业的合作，依托当地旅游资源，打造精品、特色旅游产品，

积极布局大香格里拉旅游圈，出资3,600万元与巴塘县雪域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合资公司，联合开发、运营位于巴塘县夏

邛镇幸福街雪域扎西宾馆项目；出资2,000万元参股丽江裸美乐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藏文化

体验区已完成其中约2.1万平米的商业建筑主体施工，该部分正进行室外配套工程施工，剩余藏文化体验区部分正在组织施

工建设；酒店部分已完成酒店规模调整后的概念及方案设计工作，推进施工图设计，拟下半年进行酒店样板房施工建设。     

    （三）全面完成上半年的旅游接待工作，实现安全生产无重大事故 

    公司坚持以安全生产为核心，加强细节管理、加大督察力度、确保索道运营、项目建设、户外演出、食品卫生、酒店接

待等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实现安全生产无事故。 

    ( 四) 针对政策及市场变化，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旅行社及重点景区的联系、走访工作，密切关注市场变化，不断改

进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积极调整市场策略及服务流程，增加营销活动，加大营销力度同时不断优化对散客的服务流程，加

强散客市场的营销。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及营销拓展力度，争取完成全年经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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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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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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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新设以下主体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名称 新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 期末净资产 合并日至期末净

利润 

巴塘雪域旅游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月 91,946,304.65 -53,695.35 

丽江龙研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4月 9,933,571.34 -66,428.66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和献中 

2017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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