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17-66 号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7 年 10 月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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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谢平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路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文忠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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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417,720.91 1,381,848,345.35 1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3,644,882.82 800,684,924.2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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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154,190.96 7.96% 538,519,399.21 -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56,631.19 -125.18% -11,823,889.28 -80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577,241.17 -43.95% -24,528,824.88 2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3,155,998.72 -172.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2 -125.88% -0.0499 -802.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2 -125.88% -0.0499 -80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7% -0.31% -1.49%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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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1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64,342.00  

债务重组损益 138,4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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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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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6,999,177.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9,001.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62,986.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0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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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704,9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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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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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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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7.29% 64,602,145    

赛石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7% 10,118,272  质押 10,110,000 

西安江洋商贸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8% 2,794,077    

南方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南方基金混合型组合 
其他 1.13% 2,686,423    

杭州三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4% 1,750,02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之信 16 期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2% 1,698,6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启鸿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72% 1,693,174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金汇 2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66% 1,567,471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爱建－浦发

共赢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5% 1,54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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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昇 8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3%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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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602,145 人民币普通股 64,602,145 

赛石集团有限公司 10,118,272 人民币普通股 10,118,272 

西安江洋商贸公司 2,794,077 人民币普通股 2,794,077 

南方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南方基金

混合型组合 
2,686,423 人民币普通股 2,686,423 

杭州三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0,020 人民币普通股 1,750,02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之信 16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9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8,6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启鸿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93,174 人民币普通股 1,693,174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金汇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67,471 人民币普通股 1,567,471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爱建－浦发共赢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548,529 人民币普通股 1,548,529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昇 81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除赛石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三石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外，未知其他前十名有限售

条件股东和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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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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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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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3,174.12万元，增幅174.7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旅行社应收账

款增加等所致。 

（2）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4,784.60万元，增幅90.1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旅行社其他

应收款项增加等所致。 

（3）存货：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9,436.54万元，增幅37.3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西安草堂奥特莱斯

购物广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存货增加影响所致。 

（4）在建工程：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8,245.17万元，增幅219.5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胜利饭店重

建项目”投资支出增加影响所致。 

（5）短期借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13,000.00万元，增幅43.3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增加银行借款

所致。 

（6）应付账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7,557.21万元，增幅96.6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旅行社应付账

款增加影响所致。 

（7）预收账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275.94万元，减幅21.59%，主要原因系预收账款结转收入影响

所致。 

（8）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2,803.02万元，减幅3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保证金、押

金及暂收应付项目减少等影响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3,206.52万元，减幅5.62%，主要原因系同比旅游业务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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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所致。 

（2）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47.67万元，增幅130.31%，主要是本报告期"营改增"后

核算方式不同影响营业税金增加。 

（3）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38.61万元，增幅14.89%，主要原因系同比银行借款增加，相

应财务费用增加。 

（4）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871.36万元，减幅32.84%，主要原因系同比投资收益减少影响

所致。 

（5）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35.93万元，减幅90.14%，主要原因系同比旅行社获得政府

奖励减少影响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9,702.10万元，减幅172.84%，主要原因系

①收入减少；②收到保证金、押金及暂收应付项目减少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9,614.59万元，增幅594.01%，主要原因

系本报告期收回投资流入的现金减少、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以及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增加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2,886.03万元，减幅20.39%，主要原因系

本报告期偿还债务增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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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补偿协议事项 

2016年12月8日，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物业管理分公司与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整体改造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就公司解放路202号房产征收事项签署《货币补偿协议》，征收补偿金额总计2,400万元人民

币。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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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按协议约定公司收到征收人首期货币补偿款人民币捌佰万元整（¥8,000,000元）。截止披露日，

由于公司所征收区域正式确立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主办方发生变化，相关各项工作还需协调解决，公

司暂无法按照此前协议约定收到剩余款项。 

2、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与浙江蓝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原则，拟共同开发集文

化、旅游、颐养等于一体的服务产业特色小镇户县奥莱小镇项目、渭水园生态颐养小镇项目。双方为此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协议内容见巨潮资讯网2017年6月14日公司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31）。2017年10月17日，公司与浙江蓝城经协商一致签订了《奥莱小

镇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双方同意奥莱小镇项目不再纳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范围内，

双方不再就奥莱小镇项目进行合作开发，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除本补充协议约定外《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其余约定不变。 

3、公司理财情况 

（1）2016年8月5日,公司与深圳协和方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深圳协和方元3号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合同期一年。按合同约定，2016年12月31日为该产品收益计提日，本次应收投

资收益208.54万元，实际收到208.54万元。按合同约定，2017年8月10日为该合同到期日，该产品投资本

金5,000万元及本次应收投资收益316.46万元，已于2017年8月10日全额收回，该合同已执行完毕。 

（2）2016年12月23日,公司与北京德泉财富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德泉财富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丽彩万达广场私募基金基金合同》，投资期限不超过23个月。2017年3月23日，公司收到产品收益191.25

万元；2017年6月22日,公司收到产品收益206.68万元；2017年9月22日，公司收到产品收益206.68万元,上

述款项均已收回至公司银行账户。 

（3）2016年10月11日，公司与大唐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大唐财富唐诺私享3号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合同期一年。按合同约定，2016年12月20日为该产品收益计提日，公司收到理财收益89.42万

元。2017年10月16日该理财产品到期。按合同约定，公司收回本金6,000万元及收益394.52万元。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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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完毕。 

（4）2017年10月12日,公司与大唐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大唐财富唐诚现金管理1号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认购金额 9,000万元。具体内容见2017年10月13日公司发布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58）。 

（5）2017年10月18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由保荐机构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核查意见，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7,0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见

2017年10月19日发布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63）。 

4、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017年10月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将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

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单独列报，即将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收到的与企业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对公

司的2017年三季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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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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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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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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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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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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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按照市委、市政府和西安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部署，对临潼区仁宗街

道玉川村、张南帮村进行扶贫工作。 

（一）产业项目方面 

1、油牡丹种植项目：调研考察附加值较高的油牡丹种植项目，多次与杨凌金山公司沟通协商，目前

已确定由集团投资，在玉川村、张南帮村种植共计450亩油用牡丹（其中玉川村280亩，张南帮村17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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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月份正式实施种植。采用“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依托杨凌金山公司进行技术指导并负

责产品回收，确保农民利益。目前已对村民进行了3次油用牡丹栽种和管理技术培训。 

2、张南帮村油泼辣子、茶叶袋包装项目：在临潼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的指导下，对场地进行科学隔断，

车间改造已经完工，操作台、货架等各种生产设备已安置到位，驻村工作队为4名贫困户办理了健康证，

对油泼辣子作了质量鉴定并出具了质检报告。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正在办理中，手续齐备后即可正规运作，

届时将吸纳更多贫困户在此工作。 

3、农副产品销售项目：免费设计了蜂蜜、油泼辣子、土鸡蛋的包装，大力拓展电商渠道，积极解决

玉川村、张南帮村农副产品销售难问题。9月帮助张南帮村村民销售土鸡蛋1000多斤、为玉川村贫困户和

合作社销售核桃700多箱，收益3万多元。 

4、手工艺品销售项目：张南帮村工作队鼓励村民按照标准制作，以每个1元的价格收购，依靠销售网

络进行销售，现已收购核桃壳手工艺品1000余个，工作队将继续挖掘手工艺制品，让贫困户及村民足不出

户就能有所收益。 

（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1、硬化张南帮村村委会道路。工作队将村道至村委会的土路及村委会院内进行了铺砖硬化，解决了

一到下雨，道路泥泞难行的问题。 

2、为解决张南帮村剩余的房湾组36户村民及玉川村村民吃水难问题，驻村工作队持续协调水务部门

实施引水工程。目前，修建蓄水池、挖沟渠、埋管道等工程正在顺利进行中。    

3、张南帮村5户危房户的重建工程现已全部完工。 

4、玉川村工作队针对11户贫困户每户不同情况，积极推进村民危房改造项目，按照上级要求时间节

点按时完成；积极与金融部门沟通，帮助村民贷款购买拉货车进行创业。 

3、健康检查及健康扶贫解读。张南帮村工作队邀请仁宗卫生院医护人员，进村为100多名村民进行免

费体检，开展政策宣讲，积极推进健康扶贫，并为每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并现场解答相关问题，使相关人

员进一步学习掌握了各项健康扶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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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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