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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18-034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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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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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旅游 股票代码 00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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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锡军 陈薇 

办公地址 广西桂林市自由路 5 号 202 房 广西桂林市自由路 5 号 220 房 

电话 （0773）3558976 （0773）3558955 

电子信箱 gllyzqb@163.com glly000978@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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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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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57,174,084.70 261,607,012.57 261,607,012.57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300,133.38 29,126,128.28 29,126,128.28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7,371,972.32 22,565,643.67 22,565,643.67 2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678,063.18 42,618,452.12 42,618,452.12 -1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 0.081 0.08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 0.081 0.08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1.97% 1.97% -0.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843,980,436.23 2,626,993,408.41 2,626,993,408.41 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9,654,802.38 1,515,561,267.52 1,515,561,267.52 0.2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1、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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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 

2、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3、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要求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二)审批程序 

公司 2017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会议以及公司 2018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上述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1、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公司修改了财务报表列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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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列报，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

产没有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具体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1）将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中“其他收益”项目列报的中央旅游项目资金补助贷款贴息 600 万元重分类到“财

务费用”。     

（2）将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项目列报的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公益岗位补贴

3,921.70 元重分类到“其他收益”。          

 

2、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要求，公司对 2017 年半年度、2017

年度财务报表列报进行了相应修改，在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持续经营净利润”、“终止经营净利润”等报表项目，并对营业外收支的核算范围进行了调整，将利润表中原列示为“营业外

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该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的增加和调整，

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具体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影响如下：将公司 2017 年

半年度合并利润表中的“资产处置收益”调整为-1,077,776.85 元，其中：     

（1）将原 2017 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中的“营业外收入”资产处置收益金额 11,626.10 元重分类到“资产处置收益”贷方。     

（2）将原 2017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中的“营业外支出”资产处置损失金额 1,089,402.95元重分类到”资产处置收益“借方。  

 

3、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公司 2017 年度不涉及相关业务，该

变更对本报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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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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

持有的普

通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0% 57,616,000 0  57,616,000 质押 57,616,000 

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1% 38,915,000 0  38,915,000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7.06% 25,435,422 0  25,435,422   

华夏基金－中国银行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2.42% 8,727,008 5,258,683   8,727,008   

舒峥 境内自然人 0.87% 3,144,076 65,000  3,144,076   

华夏基金华益 3 号股

票型养老金产品 
其他 0.82% 2,969,423 888,725  2,969,423   

卢灿理 境内自然人 0.67% 2,401,413 24,500  2,401,413   

#张建栋 境内自然人 0.61% 2,205,530 23,700  2,205,530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 
其他 0.48% 1,739,217 376,300  1,739,217   

华夏基金华兴 2 号股

票型养老金产品 
其他 0.45% 1,634,925 526,925  1,634,925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

成为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的情况（如

有）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是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华夏基金－中

国银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夏基金华益 3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及华夏

基金华兴 2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均属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57,6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616,000 

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38,9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15,000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25,435,422 人民币普通股 25,435,422 

华夏基金－中国银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727,008 人民币普通股 8,727,008 

舒峥 3,144,076 人民币普通股 3,144,076 

华夏基金华益 3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2,969,423 人民币普通股 2,969,423 

卢灿理 2,401,413 人民币普通股 2,401,413 

#张建栋 2,205,530 人民币普通股 2,205,530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1,739,217 人民币普通股 1,739,217 

华夏基金华兴 2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1,634,925 人民币普通股 1,634,92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

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是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华夏基金—中国银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夏基金华益 3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及华夏基金华兴 2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均属华

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自然人股东张建栋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04,5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1%；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3%；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05,5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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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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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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合理控制成本，积极应对新挑战，公

司总体运营态势平稳。 

    （1）合理控制成本，公司总体运营态势平稳 

     本报告期，公司共接待游客416.88万人次，同比下降4.5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717万元，同比下降1.69%；实现营

业利润2,992万元，同比增长12.03%；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30万元，同比增长0.6%。本报告期，公司合理控制

成本，公司营业总成本24,818万元，同比下降2.57%，本报告期公司总成本费用同比下降幅度大于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公

司总体运营态势平稳。 

 

    （2）整合营销打造新产品 

根据桂林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公司与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在现有旅游产品整合、市场营销等方面实现统筹管理。本

报告期，一是初步完成了对公司及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现有旅游资源产品的整合营销，构建了以公司原有营销体系为基础

统一指挥的“营销中心”；注册成立了桂林一城游旅游有限公司，一城游公司主要负责公司与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的旅游资

源整合、产品营销及落地服务体系，现已取得旅行社经营许可证；二是开展统一营销和市场推介，开通了“桂林——大圩——

草坪”分时分段游航线、竹江——兴坪往返航线和两江四湖二期（新环城水系）旅游航线，进一步丰富了漓江和两江四湖水

上游览线路；三是启动了“桂林城游”新产品，开通了“城市旅游巴士”，解决了游客在桂林市内各主要景区间的交通问题；

四是推出两江四湖、漓江市内游餐船和“漓江夜游·象山传奇”套票，形成以漓江为纽带的旅游新产品，为游客创造全新

的游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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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公司内部改革 

推动了以精简高效及调动全体干部职工积极性为目的的管理功能调整和组织机构及人事改革，对公司现有组织架构进

行优化调整和流程再造，公司本部由原来的12个部室精简为8部室1中心。完成了本部部室正副职及下属企业领导班子的竞

聘上岗工作，共聘用中层干部81人，精简15人，精简比例达15.6%，中层干部队伍平均年龄从47.51岁下降至45.65岁，本科

及以上学历比例提高了13%。通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消除了“降岗不降级、保留职级待遇”的做法，营造出了“优者上、平

者下、勤者上、懒者下”的良好风气。 

本报告期，公司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司下属企业津补贴方案》和《公司下属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与奖励办法》

等多项激励与薪酬改革制度和办法。通过对公司下属企业津补贴方法的范围和标准的进一步规范，有效激发了下属企业领

导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4）积极推进资产盘活 

积极推动公司资源、资产的战略性重组，继续推进对丰鱼岩公司、资源两公司、桂圳公司、罗山湖公司等不盈利或亏

损资产的整合与盘活。 

通过加强与资源县政府的沟通，积极推进丹霞温泉公司资产盘活工作，为丹霞温泉公司资产盘活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桂圳公司“天之泰”项目已于年初继续施工建设，预计2018年四季度可完工。 

 

     （5）探索改造提升 

       ① 打造天门山——资江景区 

     本报告期，公司独资子公司资江丹霞公司委托北京巅峰智业公司对天门山景区和资江景区进行整体策划，规划将景区

打造集观光、绿道、游船、登山、漂流等内容和业态为一体的统一大景区。 

       ② 打造龙胜温泉康养小镇 

     公司控股子公司龙胜温泉公司在不影响现有温泉水源情况下，邀请地质专家探查新水源，确定可利用的温泉水总量；

并遴选国内知名的温泉景区策划、规划公司，按照科学利用温泉水量匹配温泉产品，配套养心、养身等康养产品及徒步、

登山等体育休闲产品进行综合性景区（或温泉小镇）策划、规划。 

     

    （6）其他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① 公司与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打造“漓江千古情”演艺项目 

     公司2015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宋城演艺公司设立子公司打造演艺项目

的议案。公司与宋城演艺公司在阳朔县设立桂林漓江千古情演艺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漓江千古情”演艺项目（以下简称“漓

江千古情项目”）。漓江千古情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额6,0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30%，宋城

演艺公司出资额14,0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70%。漓江千古情公司相关工商、税务等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12月17日完

成，本公司于2016年11月以现金方式实缴出资额6,000万元。 

     漓江千古情项目地点位于桂林市阳朔县阳朔镇骥马村，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阳朔·宋城旅游建

设项目申请报告核准的批复》（桂发改社会【2017】360号），漓江千古情项目总投资规模80,526.95万元，项目用地161.24

亩，计划分为两期建设完成，主要建设内容：剧场、演艺、文化旅游、商业及生活配套设施等。 

     公司2018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对桂林漓江千古情演艺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现金13,500万元对漓江千古情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漓江千古情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00

万元增至65,000万元，其中本公司的出资额为19,5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30%，宋城演艺公司的出资额为45,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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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70%。漓江千古情公司本次增资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漓江千古情项目建设。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8

年3月31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桂林漓江千古情演艺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年3月29日，公司与宋城演艺公司签署了《关于桂林漓江千古情演艺发展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 

     2018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对漓江千古情公司增资的议案，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2018年4月28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依据《关于桂林漓江千古情演艺发展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的约定，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7日、2018年7月6日以现金

方式实缴第一、二期增资款7,425万元、4,725万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缴纳增资款12,150万元。本次增资的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18年6月完成。    

     漓江千古情项目一期建设已于2018年7月完成，并已于2018年月7月27日正式投入运营。 

     

      ② 公司对桂林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桂林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12万美元，其中，本公司的出资额为4.8万美元，占该公

司注册资本的40%；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5.4万美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45%；容城新奥燃气有限

公司的出资额为1.8万美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15%。该公司主要经营燃气管道建设和安装业务。 

     公司2018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对桂林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现金481.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200万元）对新奥燃气发展公司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奥燃气

发展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2万美元增至1,213万美元，其中本公司的出资额为486万美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40%；新奥（中

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546万美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45%；容城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出资额为181万美元，占

该公司注册资本的15%。新奥燃气发展公司本次增资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管道燃气网络建设。详细情况见公司2018年3月

31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桂林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年3月31日，公司与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蓉城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签署了《桂林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协议书》。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以现金方式实缴增资款。 

     本次增资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18年5月完成。 

 

     ③ 公司向桂林银行出具《承诺函》 

     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65%的股权，自然人文良天持

有其35%的股权，该公司主要开发桂林“天之泰”商业综合体项目（天之泰项目）。 

     根据桂圳公司天之泰项目后续建设的需要，2018年4月15日，桂圳公司与桂林银行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最

高额抵押合同》，文良天与桂林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桂圳公司拟向桂林银行借款12,000万元，借款期限三年，

桂圳公司以天之泰项目在建工程、土地及桂圳公司拥有的桂圳·城市领地部分住宅、商铺为本次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桂

圳公司股东文良天为本次银行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在上述银行贷款发放前，桂林银行要求公司必须向其出具《承诺函》，承诺对桂圳公司本次银行贷款未能偿还部分进

行差额补足。 

公司2018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桂林银行出具《承诺函》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桂林银行出具《承诺函》，承诺对桂圳公司本次银行贷款未能偿还部分进行差额补足。公司2018年5

月1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上述议案。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桂林银行股份有公司出具<承诺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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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及2018年5月16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已于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向桂林银行出具《承诺函》。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桂圳公司取得桂林银行

贷款2,680万元。 

 

     ④ 参与出资设立广西智游天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公司与桂林乐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林芝腾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桂林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了《关于广西智游天地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之合资合同》。 

     本公司与乐商公司、林芝腾讯、桂林交投共同出资设立广西智游天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智游天地公司注册资本5,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额为1,5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30%。 

     智游天地公司主要负责建设和运营桂林市的官方旅游平台“I游桂林”，包括建设和运营OTA在线旅游服务平台、桂林市

下属的旅游监管平台、桂林市下属的旅游大数据中心以及对旅游景区及其配套行业进行信息化升级等。 

      依据合资合同的约定，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以现金方式实缴第一期出资750万元。 

      截止本报告期末，智游天地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⑤ 出资设立桂林一城游旅游有限公司 

     2018年6月7日，公司与桂林旅游服务接待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深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出资协议书》，共

同出资设立桂林一城游旅游有限公司。 

     一城游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额为6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60%；旅游服务接待中心出资额为

3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30%；浙江深大公司出资额为1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10%。 

     一城游公司主要负责公司与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的旅游资源整合、产品营销及落地服务体系。一城游公司相关工商注

册登记手续已于2018年6月完成。 

     依据《出资协议书》的约定，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以现金方式实缴第一期出资300万元（认缴出资额的50%）。自2018

年7月起，一城游公司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⑥《境SHOW·生动莲花》特色文旅演艺项目 

     公司（乙方）于2018年7月5日与许斐（上海）文化艺术中心（甲方）签订了《桂林荔浦银子岩<境SHOW·生动莲花>》

项目合作协议书。经协商，甲乙双方拟就《境SHOW·生动莲花》特色文旅演艺项目展开合作，并同意共同出资设立项目

公司，作为项目的投资运营主体。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项目地点位于桂林荔浦银子岩景区。 

     《境SHOW·生动莲花》是艺术家许斐携手中国一线的艺术家和技术专家创制的一部现代情境舞台艺术作品。许斐是

《境SHOW·生动莲花》系列作品的作者及著作权人，即拥有作品的全部著作权。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甲方以《境SHOW·生动莲花》系列著作权的许可使用权进行出资，乙方以货币的形式

出资。待资产评估机构对甲方《境SHOW·生动莲花》著作权许可使用权价值评估完成后，再确定甲方作价入股项目公司

的出资比例，并以补充协议的方式约定甲乙双方的出资比例。 

     根据协议的约定，公司已向甲方一次性支付项目（创作设计与制作）前期费（含税）人民币535万元，该费用将作为公

司出资项目公司的投入。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项目公司尚未成立，该项目尚未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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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公司股东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质押股份触及补仓线 

     桂林航旅持有本公司5,761.6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为本公司实际第二大股东。 

2017年3月24日,公司收到桂林航旅函告，桂林航旅将持有的本公司5,761.60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分行，具体详见公司2017年3月28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公告》。 

2018年6月19日，公司收到股东桂林航旅《关于桂林旅游股票质押触及补仓线的函》，其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宁分行的本公司5,761.60万股股票已触及补仓线，具体详见公司2018年6月20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质押股份触及补仓线的公告》。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桂林航旅与民生银行尚在处理补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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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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