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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4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公告编号：2019-051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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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提出异议。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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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控股 股票代码 0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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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定全 吴旻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电话 (020)86662791 (020)86662791 

电子信箱 gzlnholdings@126.com gzlnholdings@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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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73,609,967.92 3,137,195,188.09 1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0,414,661.81 100,202,984.43 8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8,566,146.90 79,540,188.44 23.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916,829.62 109,006,303.39 -2.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5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1% 3.86% 2.95%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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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5,926,655.15 4,583,243,826.85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89,039,908.88 2,558,334,218.3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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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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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60% 298,903,902 256,353,378 - -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97% 100,301,686 0 - -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3% 86,678,978 86,678,978 - -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 22,563,177 22,563,177 - -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 13,537,906 13,537,906 - -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88% 12,599,000 12,599,000 - - 

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6,106,240 6,106,240 - - 

利来金 境内自然人 0.30% 2,011,914 0 - - 

UBS   AG 境外法人 0.24% 1,595,689 0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

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1,339,1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为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知有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股东利来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1,550,214 股，通过普通账

户持有公司 461,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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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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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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保持较快提升，加快全国战略布局对主业规模贡献增量效

果显著。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367,361.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041.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856.6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9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10,591.6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58,903.99万

元，比上年期末增长1.20%。 

（一）经营业绩持续较快提升，实现营收与净利润双位数双增长 

商旅出行业务增速加快，规模发展有新突破。报告期内，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旅”）实现营业收入320,018.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09%；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449.0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2.49%；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690.9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16%。出境游、

国内游、周边游、入境游四个主营业务板块全面增长，华南地区市场份额继续提升并基本完

成全国布局，行业龙头地位持续巩固提升。 

其中，出境游方面（不含港澳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72%，增长主要来源于欧洲

游、澳新游和日本游。欧洲游主要得益于新并购项目所带来的业务增量，同时通过加大多口

岸的航空资源采购及深化多目的地的资源管理,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4.11%；澳新游主要得

益于定制类业务的较快发展，大型MICE客户占比提升，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03%；日本游

创新模式和提高精准营销力度从而有效提升业务规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39%；此外，

东南亚游持续回暖，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6%。国内游方面，紧扣文旅融合、消费升级发

展新趋势，聚焦上海迪斯尼、四川雪乡等热门目的地，加强主题策划和营销渠道创新，在线

推广及爆款抢购活动效果显著，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34.10%。粤港澳游方面，重点开

拓大湾区周边游、乡村游、红色旅游市场，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13%。入境游方面，得

益于过境免签等一系列深化开发政策落地、区域国际化交流增加所带来的增量客流，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46.83%。 

住宿业务整体稳中有升，轻资产管理业务盈利能力增强。报告期内，酒店管理业务方面，

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酒店”）实现营业收入4,464.54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22.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多个管理项目带动管理费收入增长；实现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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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60.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55%。得益于目的地度假市场持

续升温及岭速中央预定系统、岭客汇会员系统送客力的持续提升，公司管理的各度假型酒店

经营表现持续向好，度假型酒店RevPAR同比增长28.05%。 

酒店经营业务方面，三家自有产权酒店在报告期内保持经营稳定，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运营能力持续提升，均实现了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

园酒店”）实现营业收入20,458.8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5%，主要原因是物业及餐饮收

入有所增长；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23.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59%。广州

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宾馆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宾馆”）实现营业收入10,620.6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44%，主要原因是为持续提高竞争力，东方宾馆对约160间客房进行

装修改造，可售房量相应减少；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68.76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0.41%。中国大酒店实现营业收入12,251.7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74%，主要原因是其

仍处于变更委托管理方的适应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05.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0.58%。 

汽车服务业务受行业政策影响，业绩阶段性下降。报告期内，广州市东方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汽车”）实现营业收入为1,279.5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09%，主要原因

是广州实施出租车选用新能源车政策导致行业的普遍观望，公司的出租车投产率有所下降，

预计下半年随着新能源出租车的逐步投产而回升；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9.8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3.86%，主要原因是比上年同期减少了部分资产处置带来的非

经营性损益。 

（二）全国布局步伐加快，形成“一体支撑+多点协同”的运营格局 

商旅出行业务发力全国布局。近年来，广之旅通过异地新设及并购当地出境游前列企业，

不断提升在出境游市场中的份额和竞争力。新并购的武汉飞途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四

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界国旅”）于报告期内合计贡献营业收入1.77

亿元，占广之旅当期营业收入的5.55%；合计贡献净利润869.80万元，占广之旅当期净利润的

6.73%。通过加快布局，商旅出行板块在同业批发业务上获得较强成长性，进而加快形成批零

结合的新竞争优势，同时由此形成的并购扩张复制模式，为持续发展夯实增长潜力。 

报告期内，广之旅收购四川新界国旅51%的股权，打造西南运营中心，增强在西南区域的

业务优势；在上海成立华东运营中心，加大力度深耕华东；成立广之旅厦门分公司，打造以

厦门为口岸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域运营中心。通过各区域运营中心的设立运营，广之旅已初步

构建了多市场组团、多口岸出发、多个签证中心的全国性运营体系。通过加强供应链管理，

实施资源共享，广之旅华南总部与各区域运营中心进一步形成联动，行走网与易起行双网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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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旅游批发零售业务相互结合，公司商旅出行业务“一体支撑、多点协同”的运营格局正

逐步成型。 

住宿业持续深耕大湾区。湛江花园酒店于2019年4月全面开业，岭南花园酒店品牌打造粤

西滨海商旅度假新地标；全新创意智享空间、会议精品酒店“岭荟创意会展社交空间”落户

番禺紫泥堂；古村保护性开发生态旅游民宿品牌“岭南畔水庭院”落户连州丰阳大夫第，被

誉为“粤北最美民宿”；“岭居创享公寓”继进驻中国大酒店及珠海横琴后，继续加快布局

粤港澳大湾区中高端公寓市场，广州城区珠江北岸长堤店于8月正式开业。此外，报告期内岭

南酒店新签约项目7个，品牌输出管理业务在大湾区、二三线及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发展保持稳

健态势。 

（三）研发创新投入持续加大，发展新动能逐步叠加 

加快中台战略实施，推动数字岭南提升。公司启动全新IT规划，加快打通岭南大旅游产

业的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推动数据融合及数据共享，形成大中台、小前端、多场景的智能

数字化体系。旗下商旅出行与住宿业务围绕提升增值服务能力、优化用户体验、实现精准营

销，协同推进客户标签细化、数据集成项目，构建客户数据模型。广之旅通过提高客户数据

分析应用，精准服务客户群，通过系统数据分析筛选潜在客户，持续提升获客力，使线上运

营整体能力得以进一步增强。报告期内，广之旅自媒体运营能力持续提升，浏览量同比增加

57%，“广之旅”微信服务号的综合排名在新榜、清博大数据两大平台的旅行社榜单中均稳居

第一；广之旅电商总营收达到8.57亿元，同比增长88.74%。 

新品迭代加快，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商旅出行业务方面，广之旅产品研发创新投入力度

持续加大，新产品迭代更新率达38%，贡献营收占广之旅营业收入的11.56%；强化“誉颂尚典

乐”产品体系标准在产品端、销售端的应用，产品供给体系上，中端以上消费进一步集中， “尚”

以上系列产品的销售收入在“誉颂尚典乐”系列产品总收入中占比超过70%，在零售业务中公

司中高端品牌特征进一步凸显。住宿业务方面，品牌研发能力增强，兼具设计感、个性化、

高品质体验、诠释新生活方式的产品迭代速度加快，推向市场后取得较高的复购率。管理项

目南沙花园酒店成为亲子休闲、高端会议会展及商旅居停皆宜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核心区位

南沙的标志性酒店；“畔水庭院·大夫第”作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活化古建筑的非标住宿

民宿新品，为发展粤北乡村休闲旅游作出新示范；岭居创享公寓投入运营后，各项关键运营

指标表现优秀，RevPAR同比增长112.45%，展现出较高的成长性；湛江花园酒店以白金五星级

品牌标准打造兼具滨海休闲旅游与国际高端会展功能的粤西滨海地标式酒店。花园酒店、中

国大酒店、东方宾馆均启动了新一轮品牌提升建设计划，全新的客房、餐饮、宴会和文旅产

品预计年底将推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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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务进一步渠道下沉，增强C端客户粘性。商旅出行业务方面，广之旅扩大线上线下

获客渠道，完成省内11家门店铺设，新增省内8个易起行分站点；赋能渠道下沉，启动全国首

个“移动旅游体验馆”，以“大篷车”巡游路演、“小篷车”进村的推广方式，提升体验和

交易的便捷性，收客转化率高达16%；自造热点营销，推出了17期爆款抢购活动，有效提升渠

道曝光率及与客户的互动性，并取得明显的业绩拉动效果。住宿业务方面，岭南酒店借助岭

客汇商城平台策划产品进行统一营销，积极推进与第三方的会员互融合作，丰富岭客汇会员

权益，提高会员粘度，丰富商城体验，流量转化率逐步提升。 

（四）产业融合日趋成熟，新的战略增长点逐渐形成 

公司会展业务通过整合旗下商旅出行业务与住宿业的IP导入、展会相融、场馆运营、场

馆搭建、展商交易、客户服务等资源，提升会展项目综合运营能力。公司把握沃斯广州城市

推介会、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中日及中韩友好交流故事会、广州国际投资年会、亚洲国际美

食节等大型国际化活动机会，通过成熟的移动宴会、活动策划运营，扩大品牌影响力同时带

来更多商业拓展机会。公司践行“产业帮扶+农旅融合”精准扶贫模式，开展“粤菜师傅走进

连州丰阳”系列活动，深挖连州旅游产业价值，发展传统乡土文化与农业休闲观光相结合的

乡村旅游，融入“丰阳八大碗”村席和“畔水庭院·大夫第”民宿产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会展业的品牌效应与经济效益进一步扩大，报告期内，公司会展业务实现收入

同比增长145.08%。 

景区业务迈入新的战略发展阶段，目的地资源控制能力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管理

的封开景区正在积极申请国家4A景区，完成大斑石景区升级改造。公司将发挥旅游产业链优

势，进一步策划丰富景区旅游+农业、+体育、+美食等产品供给，加大景区配套功能的提升，

增强景区影响力，加快打造大湾区西端优质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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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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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2019年4月29日，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一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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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监事会九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规定和要求，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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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2019年8月26日，公司董事会九

届二十七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

会〔2019〕6号文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变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会计政策

相关内容进行如下变更：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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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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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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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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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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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2018年12月31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

益的金融资产”为1,416,929.00 元，2019 年1月1日列示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 

（2）2018年12月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按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为

66,455,091.85元，2019年1月1日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2018年12月31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

益的金融资产”为1,416,929.00元，2019年1月1日列示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 

（2）2018年12月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按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为 

66,455,091.85元，2019年1月1日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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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

修订： 

1、资产负债表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2、利润表 

（1）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2）将原“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

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1、合并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应收票据本期金额为0.00元，上

期金额为0.00元。应收账款本期金额为244,083,522.27元，

上期金额为176,241,560.41元。 

（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应付票据本期金额为0.00

元 ， 上 期 金 额 为 0.00 元 。 应 付 账 款 本 期 金 额 为

515,289,806.97元，上期金额为493,406,924.31元。 

2、合并利润表 

（1）上期数原“减：资产减值损失”-828,045.07元调

整 为 “ 加 ： 资 产 减 值 损 失 （ 损 失 以 “-” 号 填

列）”828,045.07元。 

（2）本期数原“减：信用减值损失”-649,085.05元调

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649,085.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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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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九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四

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之旅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263.60万元向自然人罗江华与李伦购买四川新界国旅51%的股权。截止2019年5月24日，广

之旅购买四川新界国旅51%的股权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四川新界国旅成为广之旅的控股子公

司。因此，自2019年6月起公司将四川新界国旅的财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陈白羽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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