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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30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19-015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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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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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界 股票代码 0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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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鑫 吴艳 

办公地址 
张家界市三角坪 145 号张家界国际大酒

店三楼 

张家界市三角坪 145 号张家界国际大酒

店三楼 

传真 0744-8353597 0744-8353597 

电话 0744-8288630 0744-8288630 

电子信箱 zjj000430@sina.com zjj000430@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属于旅游服务行业，主要经营活动包括：（1）旅游景区经营；（2）旅游客运；（3）旅行社经营；（4）旅游客运

索道经营；（5）其他：酒店经营、房屋租赁等。旅游景区包括宝峰湖，旅游客运包括环保客运、观光电车，旅行社包括张

家界中旅，旅游客运索道包括杨家界索道，酒店包括张国际。  

（二）行业情况 

    公司属于所处的行业为旅游业，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业已步入大众消费时代，成

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公司目前主要经营性资产绝大部分位于张家界市。而张家界拥有绝版的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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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拥有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首批5A级景区等桂冠。张家界经过建市30年的发展，早已成为国内外

知名的旅游胜地和国内重点旅游城市。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的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68,393,862.58 549,649,581.84 -14.78% 592,183,26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03,926.78 67,362,245.89 -60.80% 61,155,8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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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16,62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534,262.86 183,136,958.98 -19.44% 132,474,551.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9 -63.16%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9 -63.16%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6.48% -4.79% 9.6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495,979,397.73 2,336,210,978.50 6.84% 2,044,165,2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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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851,598.8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6,564,818.73 133,910,605.32 175,456,526.46 102,461,91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82,642.97 35,021,048.10 34,631,162.68 -28,365,64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66,428.09 29,899,245.01 35,479,126.82 -28,632,65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820,492.57 60,483,135.61 100,093,369.25 25,778,250.5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68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03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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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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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张家界市经济

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83% 112,653,131 73,078,886 质押 44,760,000 

张家界市武陵

源旅游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7% 30,239,920  质押 15,119,960 

深圳市益田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9% 19,398,642  质押 19,398,642 

张家界国家森

林公园管理处 
国有法人 4.73% 19,151,949    

国机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5% 11,930,164    

诺德基金－兴

业银行－上海

建工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 

其他 2.95% 11,930,164    

金东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 8,034,035    

张家界市土地

房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2% 7,772,400    

中国建银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1% 6,120,000    

中意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传

统产品 

其他 1.04% 4,192,4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持有第二大股东张家界市武陵源

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69.64%的股权，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第一大股东

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14,289.3051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40,481.7686 万股的 

35.30%；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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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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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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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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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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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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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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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旅行社服务 141,106,846.12 13,042,107.12 9.24% -30.28% 4.21% 3.06% 

环保客运服务 170,201,254.06 68,764,058.36 40.40% -15.15% -31.74% -9.82% 

观光电车门票 50,115,333.97 30,634,776.25 61.13% 3.01% 22.21% 9.60% 

宝峰湖景区门票 65,730,916.23 34,676,152.68 52.75% 12.37% 32.31% 7.9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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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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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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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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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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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 

4,135,115.09元，期末列示金额664,442.13元； 

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468,020.31

元，期末列示金额1,061,374.00元。 

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与其他应收款合并为“其他应收

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初列示金额21,573,851.16

元，期末列示金额21,406,868.56元； 

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初列示金额158,153,385.94元，

期末列示金额246,746,154.35元。 

将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 

399,651,226.30元，期末列示金额152,574,784.49元； 

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初列示金额 

689,763.20元，期末列示金额1,595,796.70元。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合并为“其他应付

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初列示金额21,890,646.29

元，期末列示金额19,025,499.60元； 

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期初列示金额8,167,825.77元，期

末列示金额8,098,492.89元。 

将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作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项目列报 

合并现金流量表：增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上

期金额60,810,000.00元，减少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上年金额60,810,000.00元；对上期合并现金流量表无

影响； 

现金流量表：增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上期金

额2,580,000.00元，减少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上

期金额2,580,000.00元；对上期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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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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