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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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90,068,873.01 2,777,738,622.49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03,826,925.18 2,170,110,430.47 6.1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8,477,579.62 -12.43% 537,362,274.17 -1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713,965.87 -10.31% 183,644,275.60 -1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4,013,792.00 -10.66% 183,813,887.08 -1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527,240.26 -1.37% 268,546,979.73 -5.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23 -10.36% 0.3342 -1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23 -10.36% 0.3342 -1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0% -0.59% 8.20%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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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2.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0,249.1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026.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2,168.69  

合计 -169,61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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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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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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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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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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12,00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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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览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4,780,000    

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0.47% 2,60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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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8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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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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卓 27,47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75,5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05,382 人民币普通股 12,00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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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览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80,000 

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602,950 人民币普通股 2,60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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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张松山先生在雪山开发公司担任董事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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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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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46.20%，主要原因是公司与和合旅游结算有限公司实行签单结算，当月的签单款约定

在次月付清，9月份的签单款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58.19%，主要原因是龙研公司预付货款、工程款及巴塘公司预付工程款所致。 

3、应收利息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55.64%，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到期利息收入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95.27%，主要原因是本期合并范围增加了巴塘雪域旅游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其在

建工程金额为6,623.34万元。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为82.0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了上年度奖金。 

6、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140.97%，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企业所得税及环保资金所致。 

7、应付利息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85.27%，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了中期票据利息。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64.00%，主要原因是本期兑付了中期票据本金2.5亿元。 

9、应付债券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了9,000.00万元，减少幅度为1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将2018年7月31日到期的

9,000.00万元中期票据调整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中核算。 

10、股本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30.00%，主要原因是本期实施了每10股转增3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11、少数股东权益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了4,943.19万元，增加幅度为58.66%，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控股巴塘公司并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二）利润表 

1、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51.53%，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央行利率调整，公司流动资金存款利率下降,而公司发行的中票利息

不变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57.04万元，减少幅度为42.63%，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比上期减少。 

3、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262.85万元，减少幅度为44.84%，主要原因是龙健公司股权转让所致。 

4、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25.21万元，减少幅度为47.33%，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丽江市质量管理奖20.00万元、文化产

业先进企业奖励15.00万元。 

5、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03.55万元，减少幅度为65.50%，主要原因是上期支出扶贫资金9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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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减少2,032.82万元，减少幅度为59.19%，主要原因一是2016年底公司完成对原控股子公司云杉

坪公司的少数股东股权收购，导致本年的少数股东权益减少,二是印象丽江净利润下降。 

（三）现金流量表 

1、收到的税费返还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90万元，增加幅度为100%，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税局税款返还。 

2、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9.22万元，增加幅度为760.60%，主要原因是

公司本期进行车改，收到车改车辆拍卖款项所致。 

3、投资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000.00万元，增加幅度为 1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外投资丽江裸美乐生态文化

旅游有限公司。 

4、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3,600.00万元，增加幅度为 1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对

外投资巴塘雪域旅游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300.00万元，增加幅度为1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龙研公司收到少数股东投资款所

致。 

6、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2.50亿元，增加幅度为1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公司债券2.50亿本金所致。 

7、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136.00万元，增加幅度100.00%，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支付中期票据

承销费13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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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全面提升和完善泸沽湖景区规划，在规划完成并报

省政府核准前，泸沽湖景区暂停开发建设，目前，丽江市政府已组织编制完成景区规划，并上报省政府审批，待审批完成，

牛开地等景区建设项目即可正常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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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26日，公司、云南环球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云南富达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大香格里拉航空旅游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 5月 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

披露的《关于签订<大香格里拉航空旅游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目前公司与合作方正就在玉龙雪山景区设立起降点开

展规划设计及报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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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6年 5月 26日，公司与日喀则市旅游局（日喀则藏巴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日喀则旅游开发项目合

作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5月 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披露的《关于签订<日喀则旅游开发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目前，公司已完成项目概念策划方案，正在向当地相关主

管部门进行沟通汇报。 

    4、2016年 12月 20日，公司与巴塘县雪域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巴塘县雪域扎西宾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同意联

合开发、运营位于巴塘县夏邛镇幸福街雪域扎西宾馆项目，目前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扩股协议,并安排项目团队进场

启动酒店升级改造工作。 

    5、2016年 7月 14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披露了《关于拟参与丽

江城市综合轨道交通项目前期工作的提示性公告》：根据丽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尽快完善丽江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支撑性报件的通知》，由公司牵头开展项目前期工作，通过招标方式选取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目前，

公司已基本完成项目一期工程（1号线）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审稿的编制工作并已上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查。丽江市政府正在研

究确定项目投资建设模式和选取项目社会投资人的方式，将于近期开展社会投资人选取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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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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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0.00% 至 10.00%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5,667.65 至 24,620.6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2,382.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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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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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经营业务产生一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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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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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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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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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0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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