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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19-045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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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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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0,468,451.19 257,174,084.70 1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16,245.78 29,300,133.38 -6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546,126.88 27,371,972.32 -5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55,645.84 36,678,063.18 -12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 0.081 -65.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 0.081 -65.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1.91%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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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5,663,037.43 2,922,710,811.49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8,172,764.66 1,570,756,430.5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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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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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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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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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旅游发展
总公司 

国有法人 7.06% 25,435,422 0   

华夏基金－中

国银行－中银
国际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2.03% 7,315,277 0   

华夏基金华益

3 号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 

其他 1.00% 3,601,778 0   

舒峥 境内自然人 0.88% 3,180,200 0   

卢灿理 境内自然人 0.67% 2,415,713 0   

张建栋 境内自然人 0.62% 2,220,630 0   

周黎旋 境内自然人 0.57% 2,057,529 0   

华夏基金华兴

2 号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 

其他 0.46% 1,661,8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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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是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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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华兴 2 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同属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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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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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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应对各种挑战，总体运营情况正常，但受诸多因素影响，经营业绩有所下

滑。 

    （一）公司总体运营情况正常，经营业绩有所下滑 

     本报告期，公司共接待游客416万人次，同比下降0.21%；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46.85万元，同比增长16.83%；受桂林

地区持续降雨、公司景区门票价格下降以及公司成本费用同比上升等诸多因素影响，实现营业利润165.67万元，同比下降

94.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1.62万元，同比下降66.16%。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福隆园项目税务清算，依据公司2014年11月28日与桂林市兴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广

西兴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详见公司2014年11月29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桂林市兴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承继福隆园项目的公告》），公司确认了转让福隆园项目收入4,370.49万元，并

同时缴纳了相关税金及附加4,370.49万元，该事项对公司本报告期净利润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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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6月7日出资设立桂林一城游旅游有

限公司。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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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一城游公司

共接待游客9.84万人次，扣除一城游公司的游客接待量，公司本报告期共接待游客406.16万人次，同比下降2.57%。 

 

   （二）完善整合营销，提升智慧旅游水平 

一是发挥公司“营销中心”的统领作用，加快建设营销创新体系，加强公司控股子公司“一城游公司”营销力度，推出智

慧票务小程序，通过二级票务分销加强与旅行社的合作；二是开发推广全员营销系统，组织客源地专项促销，开通景区专

线车，通过专线服务体系聚拢客源，针对散客市场通过线上平台进行销售，策划桂林一日游、二日游等限时通票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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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景区接待量；三是与携程合作，开设携程桂林旅游线上旗舰店，销售公司产品；四是实现“非门”经济的突破，努力提

高公司“二销”水平，打造公司控股的电商平台，把控优质客源，线上服务线下，提升市场占有率；五是与联通智网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威富视界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启智慧旅游新项目。       

 

     （三）积极推进资产处置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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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江丹霞公司及丹霞温泉公司、桂圳公司、罗山湖

公司等不盈利或亏损资产的整合与盘活。 

1、根据公司2018年11月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委托北部湾产权交易所于2018年11月13

日将持有的丰鱼岩公司51%股权暨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债权公开挂牌转让，积极推动丰鱼岩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2、本报告期，桂圳公司天之泰项目已建设完成，已于2019年5月开始试运营。 

3、资江丹霞公司清理处置部分低效能资产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丹霞温泉公司账面低效能资产主要是其在存货开发成本核算的酒店式别墅。 

本报告期，为了提高现有资产的使用效率，丹霞温泉公司成立了专项小组对上述酒店式别墅进行了清理处置，主要情况

如下： 

（1）对于尚未出售的别墅，丹霞温泉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丹霞温泉公司董事会将尚未出售的别墅

使用用途调整为景区配套设施，将其从“存货”转为“在建工程”核算，该账务处理未对本公司损益造成影响。 

     （2）对于已签订销售合同且未履约完毕的别墅，经与购房者协商，已解除部分销售合同；对于其他已签订销售合同且

已经交付的别墅，丹霞温泉公司预计销售合同的尾款收回可能性较低。基于谨慎性原则，丹霞温泉公司将上述别墅以实际收

款净额为限确认收入506.17万元，并同时结转销售成本及相关税费合计1,723.93万元。该账务处理对本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额约为-621.06万元。    

 

     （四）探索改造提升 

     1、打造天门山——资江景区 

     公司独资子公司资江丹霞公司委托北京巅峰智业旅游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对资江天门山景区进行整体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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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策划打造以龙胜温泉为核心，龙胜温泉景区、龙脊梯田景区为两级，有区域旅游板

块特色的温泉旅游康养度假区。 

     

    （五）对涉房资产或业务进行清理 

为便于公司之后的资本运作，本报告期公司对涉房资产或业务进行了清理。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将桂林市环城水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桂林旅游

发展总公司，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19年6月14日完成。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桂圳公司在产权交易机构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部分资

产，主要包括库存商品（住宅）和投资性房地产，总建筑面积合计9,188.51平方米。其中，库存商品包括桂圳城市•领地7

套住宅和157个地下车位的使用收益权，建筑面积合计6,795.87平方米；投资性房地产为桂圳城市•领地2,392.64平方米商铺

（7套）。详细情况见公司2019年7月5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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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圳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部分资产的公告》。2019年7月22日，桂圳公司将上述资产在北部湾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六）其他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1、《境SHOW·生动莲花》特色文旅演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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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5日，公司（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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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立项目公司，作为项目

的投资运营主体，该项目总投资约5,000万元，项目地点位于桂林荔浦银子岩景区。根据协议的约定，公司已于2018年7月

16日向甲方一次性支付项目（创作设计与制作）前期费人民币535万元（含税）。 

2018年7月25日，公司委托中建银（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境SHOW·生动莲花》系列著作权许可使用权的市场

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中建银（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建银评报字【2018】008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

基准日2018年5月31日，《境SHOW·生动莲花》系列著作权许可使用权，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等以及依

法由许斐享有的全部权利（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排他性唯一许可使用20年）评估价值为583万元。 

2018年11月26日，公司（乙方）与许斐（上海）文化艺术中心（甲方）签署了《著作权专有许可使用合同》。甲方将

《境show·生动莲花》全剧完整品、《境SHOW·生动莲花》标志、《境SHOW·生动》文学创意脚本、《境SHOW·生动莲花》

演出形式创意、《境SHOW·生动莲花》演出情境（多媒体）脚本、“境秀”商标、“境SHOW”商标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授权

给公司，许可公司独占、排他性使用上述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等。根据中建银（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建银评报字【2018】008号《资产评估报告》，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向甲方支付许可使用费人民币550万元（含税）。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

辖区内。许可使用的期间为：2018年11月15日至2038年11月14日（二十年）。 

同日，公司（甲方）与许斐（乙方）、许斐（上海）文化艺术中心（丙方）签署了《桂林荔浦银子岩<境SHOW·生动

莲花>项目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公司委托乙方、丙方对《境SHOW·生动莲花》1.0版本（上述五项作品）进行二次创

作（改编、升级等），从而产生《境SHOW·生动莲花》2.0版本系列作品。乙方、丙方受托创作所产生的《境SHOW·生动

莲花》2.0版本系列作品著作权归公司享有。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公司于2018年7月16日支付的人民币535万元为《境

SHOW·生动莲花》2.0版本作品的委托创作设计与制作费。 

公司已于2018年12月10日完成《境SHOW·生动莲花》1.0版本（上述五项作品）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的相关备案登记手

续。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依据《著作权专有许可使用合同》，公司已向甲方支付许可使用费的90%即495万元。 

2018年11月13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银子岩公司注册设立了桂林生动莲花演艺发展有限公司，生动莲花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银子岩公司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生动莲花公司主要负责《境SHOW·生动莲花》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管理。

截止本报告期披露日，银子岩公司实缴出资100万元。生动莲花公司相关工商等登记手续已于2018年11月13日完成。 

本报告期，依据《境SHOW·生动莲花》2.0版本，银子岩公司对该项目原设计方案进行了调整，将原设计的简单临时建

筑调整为永久性建筑，并增加了空间面积等。银子岩公司对该项目总投资额进行了重新测算，预计该项目总投资额为约8,000

万元。该项目计划2019年8月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上半年可投入运营。 

 

2、公司与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广西壮乡大圩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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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2日，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乙方）与广西聚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甲方）签署了《代持股份协议书》。根

据《代持股份协议书》的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其持有广西壮乡大圩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壮乡大圩公司”）

45%股份（壮乡大圩公司2,250万元出资额）；乙方代持股份的费用为代持股份金额（2,250万元）的百分之三（67.50万元）

按年提取，甲方在每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当年代持费；由代持股份产生的或与代持股份有关之收益（包括但不限于利

润、现金分红等）归甲方所有。 

同日，公司与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代广西聚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北京合君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西海

智益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共同注册设立了广西壮乡大圩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壮乡大圩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

中，本公司出资额为5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10%，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出资额2,25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45%，

北京合君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为1,85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37%，广西海智益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4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8%。壮乡大圩公司主要负责南宁相思湖项目的建设与运营。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壮乡大圩公司各股东均尚未实缴出资，该公司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已于2019年1月22日完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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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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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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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本报告期，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使用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按

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0%，即7,202万股（含本数）。具体详见公司2019年6

月5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中介机构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工作，并对相关事宜进行梳理，公司尚未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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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

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

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该通知，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调整，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

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上述财

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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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和颁布，公司原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需进行相应变更，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A、变更的具体内容 

a、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的“四分类”改为“三分类”。变更前，公司按照持有金融资产的意图和目的不同，将金融资产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变更后，公司按照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为“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金融资产的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b、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法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便于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

风险。 

c、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d、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e、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按照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但应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首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账面价值的差异调整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

他综合收益。因此，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

报表披露，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B、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前

2018年12月31日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

2019年1月1日余额 

资产：    

应收账款 128,409,457.63 518,323.51 128,927,781.14 

其他应收款 32,347,148.26 -5,526,313.49 26,820,834.7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94,600.00 -394,600.00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94,600.00 394,6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423,746.07 135,980.84 10,559,726.91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83,270,089.54 -83,042.27 83,187,047.27 

未分配利润 154,262,499.99 -3,608,869.39 150,653,630.60 

少数股东权益 38,864,161.15 -1,180,097.48 37,684,0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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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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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将持有的桂林市环城水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桂

林旅游发展总公司，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19]第 5-00240 号《审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

值为依据，转让价格为 4,055,078.06元。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9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19年6月14日完成。自2019年7月起，桂林市环城水系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飞影（签名） 

 

2019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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