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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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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藏旅游 600749 *ST藏旅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郝军 张晓龙 

电话 0891-6339150 0891-6339150 

办公地址 西藏拉萨市林廓东路6号 西藏拉萨市林廓东路6号 

电子信箱 haojun@tibtour.com zhangxl@tibtour.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29,990,303.98 1,348,276,809.73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62,742,870.75 1,055,308,819.06 0.7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665,881.43 -5,839,632.19 727.88 

营业收入 79,977,390.23 75,118,756.76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7,434,051.69 -15,902,0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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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74,027.35 -14,343,44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7020 -0.02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28 -0.076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28 -0.076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4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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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国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8 29,921,325 0 无 0 

上海京遥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2 26,592,800 0 无 0 

西藏国风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6 26,017,748 0 质押 26,017,748 

西藏纳铭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9 22,680,753 0 质押 20,140,940 

西藏国际体育旅游公司 国有法人 6.29 14,265,871 0 无 0 

乐清意诚电气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5 11,234,786 0 无 0 

田文凯 境内自然人 4.12 9,346,448 0 无 0 

张杰 境内自然人 2.83 6,415,497 0 无 0 

北京盈生富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1,900,509 0 无 0 

钱旭璋 境内自然人 0.78 1,77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18 年 7月 8 日，新奥控股分别与国风集团有限

公司、西藏考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受让其分别持有的国风文化与西藏纳铭 100%的股

权，从而间接收购国风文化及西藏纳铭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9年 6月 27日，新奥控股与郑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郑海持有的乐清意诚 100%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事

项已完成，国风文化、西藏纳铭、乐清意诚作为新奥控股

的全资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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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涉及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聚焦旅游主业，克服各种不利因素，通过一系列创新和

提升举措，推动公司总体业绩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7,997.74 万元，同比去年同期的 7,511.88

万元增长 6.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43.41 万元，同比去年同期的-1,590.21 万元，

实现了较大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的工作重点是： 

1、营销创新。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线下线上渠道整合、文旅活动等营销创新手段，持续加大

景区资源和特色产品的推广力度。 

上半年，公司邀请全国 5000 余家渠道商、合作伙伴，相继在西安、武汉、成都、重庆等地举

办推介会 23 场次，极大提高了公司资源宣传力度；同时，公司与携程、美团、飞猪等知名 OTA

平台继续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景区门票、客运船游等产品线上推广效果明显。 

公司成功主办自治区的“林芝第十七届桃花文化节”雅鲁藏布大峡谷分会场，并与世纪佳缘、

马蜂窝联合举办“爱情朝圣之旅”，取得良好效果；公司举办的“扁带精英挑战赛”，创造了人类

首次跨越最大峡谷的壮举；公司还通过多项现场活动，加强自驾游营销和新媒体渠道传播。 

雪巴拉姆藏戏团继 2018年成功巡演之后，坚持从区内走向区外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扩大国内

演出的范围、场次和影响，上半年全国巡演在兰州、郑州、长沙、成都等多地成功举办，市场口

碑较好，并保持良好的经营效果。《西藏人文地理》则通过与专业发行机构合作，推动杂志通过多

种渠道走向全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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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创新。报告期内，公司以特色景区资源为依托，深度挖掘游客需求，相继推出一系列

体验良好的产品和服务，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景区引入了热气球观光项目，吸引了大批本地游客和旅游团

队体验，热气球在桃花节期间亮相，也对公司品牌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针对企业和行业客户，公司推出了特色会议主题产品，针对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高端定

制化服务，取得客户的高度认可；同时，公司还针对年轻群体、摄影协会，推出爱情主题和摄影

主题产品，创造性地满足了游客多元化需求。 

公司在巴松措景区推出摆渡船、无动力水上项目，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开发徒步观光等特

色产品，使游客深度融入自然，达到体验和康养的双重效果。 

3、服务提升。公司通过员工培训、服务设施改造以及智慧化手段，不断提升游客体验和满意

度。 

报告期内，公司各景区多次组织一线员工服务标准培训、导游培训，并在游客中心、乘车点、

码头等地强化服务细节，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游客服务水平。 

为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设施标准化，公司更新了导览图、指示牌、服务二维码等基础服务设

施，在改善景区形象基础上提升了游客体验。 

4、智慧旅游。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旅游服务与信息技术的有效结合、大数据赋能，持续提升

公司景区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推出数字化运营平台，提升客流管理和场景化服

务水平，提高业务协同效率，实现游客画像和精准营销。该运营平台成熟之后，将逐步推向公司

各景区，并服务于林芝市全域旅游。 

针对游客手机应用习惯，公司通过信息化手段逐步实现“全流程场景化服务”，并借助“慧游

大峡谷”小程序，向游客提供游前温馨提示、个性化推荐、游中导览和游后评价分享等服务。 

目前，公司票务系统、分销系统等已上线运行，在为游客、渠道商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也

提高了各业务单位自驱创值、现场转化的效率。 

公司自有电子商务平台 www.tibtour.com 和“西藏旅游微官网（微信号：e-tibetravel）”自

2018 年下半年推出以来，访问量和粉丝数量快速提高，游客业务咨询和在线预订的响应速度和效

率大大提高。 

5、管理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借助管理重构、流程梳理和全面预算管理等管理手段，提升公

司整体的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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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理重构，以景区为基础单位的自驱组织通过自我管理、自我创新，发展潜能不断释放。

上半年，巴松措船队等多个业务单位通过自驱，超额完成业绩目标并实现价值分享。 

通过流程梳理，公司明确了各项业务管理的基本流程，并对授权、分工和职责予以细化，在

此基础上，公司各项业务管理日渐精细、科学，管理效率得以有效提升。 

2019 年，公司实行全面预算管理，上半年，公司通过明确经营目标、合理控制成本、财务垂

直领导、收支两条线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有效降低了企业管控风险，推动企业整体业绩稳定增长。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金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