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8 年，在公司股东大会的支持指导下，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贯彻落实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认真履行董事会的职责，切实维

护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促进公司的发展。现我谨代表公司董事会就

2018 年度的工作情况作如下报告，同时提出 2019 年公司工作计划及

重点工作： 

一、2018 年整体情况概述 

2018 年，在本土景点景区竞争日益加剧、公司景区外交通受阻、

新的利润增长点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公司经营班

子和全体员工团结一心、攻坚克难，围绕“以利润为导向”的核心思

路，稳定生产经营，狠抓项目建设，深挖管理潜能、积极节约增效，

基本完成年度利润目标，安全、优质、高效的完成了全年游客接待任

务，主要工作如下： 

（一）生产经营保持稳定 

全年共实现接待购票游客人数为596.49万人，较上年同期595.01

万人增加1.48万人，增幅为0.25%；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6,839.39万元，

较上年同期54,964.96万元减少8,125.57万元，减幅为14.78%；全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40.39万元，较上年同期6,736.22

万元减少4,095.83万元，减幅60.8%；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117.93万元，较上年同期49.93万元增长

2,068万元，增幅4,142.02%。 

（二）换届工作平稳有序 

报告期内，公司依法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新班子上任后迅速

进入角色，摸情况、理思路，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首要抓好生产

经营，确保公司规范经营，正常运转；同时启动改革，调整组织机构

和薪酬考核体系、修订完善内控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全新

的管理思路、用人思路、发展思路，为公司实现精细化管理补充了新

鲜血液；重视资本运作，积极对接其他优质景区、启动发行可转换债，

为公司发展壮大提供保障；主动开展意识理念和规范纪律教育工作，

有效提高公司全体员工精神面貌和整体素质。 

（三）重点项目积极推进 

2018 年公司集全力紧抓项目规划建设，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调

整相关人员，落实工作责任。针对影响项目建设的重大问题,实行一事

一议，研究对策,奋力攻坚克难,为项目建设扫清障碍、铺平道路；狠抓

项目成本控制，加强对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管

理，使人力、财力、物力等有限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确保投资总额

可控；严抓项目质量，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的方式，随时到施工

现场进行质量检查，就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质量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措施，

确保工程质量 。 

（四）严格控制经营成本 

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成本控制措施，强化全员成本意识，严格控制



各项开支，增强审计约束能力，对集团总部开展“三项敏感费用”的

专项检查、对成员公司业务招待费和差旅费执行情况审计，初步实现

从粗放型向精细化管理转变。报告期内，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

费用分别下降 76.35%、18.38%、28.56%，扎实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五）积极改革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建立规范的上市公司治理模式要求，全面推

进深化改革工作。一是协助大股东解决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二

是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及时启动“机构、薪酬”两大体系改革事宜。

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对原内设机构的职能进行了调增合并，机

构运作协调和人员精干高效进一步到位；薪酬改革初步完成设计方案，

有待进一步实施落实。三是推出“后备人才储备”办法，在全公司开

展储备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一系列行动，量身打造员工教育培

训，完成多名中层人员选聘与调整工作。 

（六）强化市场营销 

2018 年，公司以布局传统渠道营销为基础支撑，重点对渠道大

客户完善追踪管理，确保基础客源。同时，针对散客比例日益增多的

发展形势，在品牌影响力上发力，与本地主流媒体与自媒体深度合作

开展对外推广，并在各成员公司设置“宣传之星”评比，在加强媒体

宣传中同步带动各公司员工积极性，呈现全员营销推广的良好态势。 

（七）规范内控治理 

一是持续完善公司治理，高效规范三会运作。报告期内，公司董

事会共召集召开 3 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共召开 8 次会议，其中 4 次现



场会议、4 次通讯表决会议。二是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2018 年共计公开信息披露 131 批次，对公司股票价格及

投资者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进行了公正、公开、公平和及时的披露；

三是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升投资者满意度；四是围绕加强企业管

理、优化工作流程、提高运转效率和堵塞风险漏洞，启动了内控制度

修订事宜；五是全年基本实现重点领域审计监督全覆盖，进一步强化

审计监督。 

（八）探索融资方式多元化 

在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后，报告期内公司又快速启动了发

行可转换债券事宜，主动积极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融资渠道。 

二、2018 年主要经营指标分析 

（一）公司 2018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468,393,862.58 549,649,581.84 -1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03,926.78 67,362,245.89 -6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1,179,284.52 499,273.95 4,14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534,262.86 183,136,958.98 -19.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9 -63.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9 -6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6.48% -4.79% 

总资产 2,495,979,397.73 2,336,210,978.50 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9,401,218.69 1,553,084,558.01 1.69% 

销售费用 22,668,208.85 31,732,016.62 -28.56% 

管理费用 80,388,047.49 98,486,202.29 -18.38% 

财务费用 4,152,733.98 17,559,575.16 -76.35% 

 

（二）公司 2018 年度主要景区景点具体情况：（万人、万元） 

公司 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环保客运 购票人数 335.51 348.95 -3.85% 



 营业收入 1,7020.13 20,058.29 -15.15% 

宝峰湖 购票人数 78.71 69.83 12.72% 

 营业收入 6,748.5 5,849.71 15.36% 

十里画廊观光电车 购票人数 122.42 113.05 8.29% 

 营业收入 5,011.53 4,865.22 3.01% 

杨家界索道 购票人数 55.78 63.17 -11.7% 

 营业收入 3,531.45 4,073.28 -13.3% 

张家界国际大酒店 营业收入 1,608.57 1,716.28 -6.28% 

张家界中旅 营业收入 14,110.52 19,676.37 -28.27% 

 

（三）公司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情况分析 

公司 2018 年度较上年同期收入和净利润减少，但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1、收入减少主要原因。因武陵源核心景区门票政策（湘发改价

服﹝2017﹞439 号、张政办函﹝2017﹞105 号、湘发改价费﹝2018﹞

544 号、张政办函﹝2018﹞99 号）下调环保客运价格，影响环保客运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3,038.16 万元；张家界中旅因政策关闭落地散拼门

市部业务营影响业收入同比减少 5,562.37 万元。 

2、净利润减少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   

（1）非经常性损益较同期大幅减少，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为 6,686.30 万元，主要包含处置游客中心等公司

股权影响合并报表净利润约 4,266.98 万元，本报告期不存在此因素影

响；张国际酒店收到土地使用权回收补偿款产生的资产处置收益同比

减少 2,292.24 万元； 



（2）受票价调整及优惠票政策，影响环保客运净利润同比减少

约 2,137.49 万元； 

（3）2017 年末处置游客中心等 5 家子公司股权后本期减少相关

公司亏损 1,333 万元； 

（4）本期严控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因大庸古城项目专项借款

利息资本化及流动资金借款规模下降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等

合计减少费用支出 2,469.78 万元。 

三、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行业竞争格局 

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强、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其面临的竞争

日益加剧。一是交通环境的改善拉近了景区间的时空距离，游客出游

选择增多，加剧了区域之间的竞争；二是能源、地产、水利、电器、

农业、保险等大中型企业集团开始转型投资旅游，产业资本的迅速涌

入加剧了市场竞争；三是顺应散客化、个性化、休闲化旅游需求的新

型旅游企业大量涌现，给依托目的地经营、以传统观光游产品为主的

旅游企业带来新的挑战。 

2、行业发展趋势  

（1）旅游市场规模持续壮大。2018 年，虽然国内外环境复杂多

变，但国民旅游消费需求却仍然保持旺盛，国内旅游市场高速增长，



游客需求多元化，旅游产业从形态到内容正发生深刻的改变，使旅游

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也变得更加重要。 

（2）传统门票经济将难以为继。随着国家改革的不断调整和旅

游行业内部的转型，传统的旅游业态和营销、盈利模式将会发生改变，

在加强管理，稳定现有收益的同时，要不断探求新业态、新模式。 

（3）打造特色文化、体育旅游。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旅游产业发

展的方向。文化体育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决策，在融

合过程中，将不断呈现新技术、新逻辑、新模式，如何加强文旅融合，

实现企业多维度跨越式发展。 

（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行业风险 

旅游业容易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自然灾害、突发事件、

重大疫情等各种重大事件的影响而出现波动，对企业的经营及其业绩

产生阶段性影响。尤其是近年来，政策的不断调整，对旅游业也带来

许多不确定因素，如不能顺势转变，就有可能被淘汰。 

2、市场风险 

一是外部竞争日趋激烈，不断面临挑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公

司不但面临着本土逐渐发展起来一批成熟的景点景区对旅游客源进

行竞争,同时还面临着外来集团化的旅游企业进入张家界旅游市场，

他们在产品开发、服务创新和宣传促销等方面有一定优势，将成为公

司面临的新挑战。二是内部竞争力弱化，品质有待提质。公司旗下宝



峰湖、观光电车等景区，多年未提质升级；环保客运受大景区门票降

价和优惠票价影响，收入下降等。三是大庸古城项目业态前景、盈利

水平存在不确定因素。 

（三）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未来发展坚持为“一体两翼”战略，将以旅游为主业，以产业

整合和资本运作为两翼，以张家界为基地，以湖南为大本营，通过对

优质旅游资源的有效控制，形成区域内的核心竞争力。以传统旅游为

主导，融合文化、体育新业态，全面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盈利水

平，牢固确立“中国山水第一股”的地位和品牌。 

四、2019 年经营计划 

2019 年度公司景区景点计划接待游客 715.75 万人，较 2018 年

596.49 万人增长 19.99%；计划完成营业收入 54,001.67 万元，较 2018

年 46,839.39 万元增长 15.29%。 

五、2019 年工作要点 

2019 年公司全面推进市值管理，扎实做好全年工作，确保各项

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一）抓内生增长，做大做强现有主业。 

一是抓好宝峰湖景区的提质升级，抢占其在同级景区的市场占有

率。二是抓好杨家界索道品牌形象开发，将其打造成从武陵源西大门

进出核心景区的重要交通要道。三是抓好环保客运公司票价管理工作，



维护其收入的稳定性。四是抓好观光电车的提质改造，打造其成为核

心景区的黄金观光路线。五是抓好中国旅行社的转型发展，优化公司

治理环境。六是加强集团内部各成员公司的团结协作，实现营销一体

化、电子化。七是加强文创产品的开发和运营，提升旅游附加值。  

（二）抓外延拓展，盘活资源做大市值。 

一是制定公司未来 3-5 年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未来公司市值管理

的具体方向和内容。二是积极寻求外延式并购，不断开辟上市公司新

的利润增长点。三是融资手段多元化，积极探索各种融资方式，为公

司提供资金保障。 

（三）抓重点项目，确保大庸古城开门营业。 

公司着重完成大庸古城收尾工程，同时全力做好大庸古城开业前

项目定位、核心业态打造、运营团队和人才等一系列准备，积极探索

合作经营和委托经营的模式，确保在本年度开门营业。 

（四） 抓深化改革，重点加强“五力建设”。 

一是活力建设，全面完成“机构、薪酬、绩效”三大体系改革设

计，各项改革措施陆续落地。二是合力建设，明晰“四会一层”责权

边界，优化法人治理结构，齐心协力朝着做大做强一个目标奋斗。三

是定力建设，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在全公司树立“四个定力”文化：

市场化的定力、以效益为中心的定力、从严管理的定力、锐意改革的

定力。四是决策建设，提高党委会三重一大事项的前置研究的前瞻性

和方向性，提升董事会依法科学决策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五是执行力



建设，强化职业经理人团队建设和能力建设，实行全员绩效管理考核。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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