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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706                          公司简称：曲江文旅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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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制定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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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江文旅 600706 长安信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高艳 

电话 029-89129355 

办公地址 西安曲江新区（雁塔南路）曲江文化大厦7层 

电子信箱 qjwldsh@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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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521,259.58 2,157,878,351.33 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1,549,168.34 1,024,597,444.34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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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50,984.28 33,605,306.80 -189.13 

营业收入 649,942,644.37 627,195,223.64 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029,659.38 71,389,422.35 -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342,905.16 68,952,768.54 -15.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5 7.25 减少1.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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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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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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16 95,425,934 0 质押 46,088,100 

周宇光 境内自然人 4.53 8,126,700 0 未知 0 

来军 境内自然人 1.33 2,392,800 0 未知 0 

魏玉芳 境内自然人 0.79 1,420,000 0 未知 0 

北京通三益保健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858,000 858,000 未知 0 

上海宏开升集装箱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600,000 600,000 未知 0 

周爽 境内自然人 0.30 532,800 0 未知 0 

李斌 境内自然人 0.24 436,700 0 未知 0 

贾晓放 境内自然人 0.21 382,700 0 未知 0 

毛小平 境内自然人 0.21 381,6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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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根据年初制定的“一核三化四大产业”战略目标，紧扣“深化改革，追赶

超越”的思路，不断创新变革，积极谋求在新形势下健康转型发展。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完成

情况如下： 

1、公司重点项目有序开展。海洋极地公园海底餐厅于 6 月 21 日建成对外开放，极大丰富了海

洋极地公园产品体系；楼观旅游集散中心于 5 月 1 日试营业，成为激活楼观片区旅游经济的重要突

破口；《梦回大唐》黄金版剧目提升按计划稳步推进；《梦回大唐》演出提升、御宴宫提升改造、芙

蓉园水舞光影秀夜游等项目均完成时序进度，进展顺利。 

2、公司重点活动圆满举办。大唐芙蓉园新春灯会、踏春风铃节，大明宫国际风筝节、草莓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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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楼观古庙会等各类活动 25 项，接待各类游客约 2,093.68 万人次。 

3、公司贯彻落实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梳理优化组织架构，全面强化岗位职能；继续推行公开

竞聘，充实干部队伍；创新督办管理方式，提高了重点工作督办效率。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235,952.13万元，较年初增加 20,164.29 万元，增幅 9.34%，

主要原因为应收账款和在建工程增加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8,154.92 万元，较年初增加

5,695.17 万元，增幅 5.56%，为本期实现净利润所致。资产负债率为 54.11%，较年初上升 1.61 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64,994.2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63%；营业利润 7,399.43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 11.6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502.9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91%。营

业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下属

西安曲江楼观道文化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等）业绩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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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8]15 号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了修订。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作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2）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上述文件要

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3）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为了更加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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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调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详见 2019 年 4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2、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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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9]6 号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变更日期：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 号通知要

求编制执行。 

（3）变更前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执行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执行的会计政策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

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执行。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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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执行。 

（4）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报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报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拆分列示为 “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项目 调整为“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 2019 年 8 月 22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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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杨 进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