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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900929           证券简称：锦旅 B股              公告编号：2019-008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40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经营情况 

1.关于主营业务业绩变化。年报显示，公司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5.20亿

元，同比下降 11.14%，实现扣非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9907万元，同比 2017年

出现大幅下降。请公司：（1）说明公司业务经营模式以及最近三年盈利模式变

化情况；（2）结合旅游服务行业发展趋势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利润变动情况，

说明公司营业收入及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出现明显下滑的原因；（3）结合公司各

产品业务收入及主要成本变化情况，说明公司本年收入及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下滑

是否具有持续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的业务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变化情况和行业发展趋势 

本公司及下属主要子公司从事旅行社业务，组织海外游客入境旅游，中国公

民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以下简称“公民游”）,向消费者提供观光旅游、休闲

度假、会务会展、旅游咨询等服务。作为传统旅行社企业，受游客出行方式改变、

迅速成长的在线旅游业巨大的冲击，公司以公民游团队游方式为主的主营业务受

到很大挑战，利润空间、市场份额不断被挤压。2018 年度上海旅游市场旅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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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也呈现不同程度下降。 

上海市场 旅游人数 同比增减 

旅行社入境外联 483,219 -12.53% 

旅行社入境接待 599,499 -14.24% 

旅行社出境旅游 4,936,589 -9.42% 

旅行社国内自组团 13,783,568 -18.06% 

注：相关数据摘自上海旅游政务网。 

 

为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质量和效益，增强公司创新动力、

活力和能力，公司于 2016 年对旅行社业务进行改革，整合内部资源，加强业务

联动，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同时，针对传统公民游市场消费方式的改变，公司积

极调整业务结构，大力发展会奖会展业务，逐步降低公司对出境游业务的依赖，

迎合中高端市场需求，开发空白点，试水定制游，打造旅游+的概念。报告期内，

公司推出“锦旅研学”等创新转型项目，入境和会展会奖业务稳步提升。 

公司 2016-2018 年度各项业务板块占营业收入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占营收（%） 2017年度 占营收（%） 2016 年度 占营收（%） 
  

出境旅游  55,738.03   36.67  77,694.73 45.43 102,204.10 53.58 

会奖会展  28,895.12  19.01  22,865.81 13.37 15,780.65 8.27 

入境旅游 15,535.17  10.22  14,320.27 8.37 10,455.80 5.48 

国内旅游  14,994.62  9.87  18,261.79 10.68 22,236.29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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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营业收入及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出现明显下滑的原因 

作为传统旅行社，公司出境游业务受制于游客方式的改变和国内外经济大环

境因素导致的消费降级影响，传统团队业务面临较大的挑战。报告期内，公民游

业务营业收入下降是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 

（3）公司将加快整合力度，提升整合效应。业务上对快速发展的碎片化旅

游服务趋势，继续配置资源推进创新实践，保持公司营业规模；报告期内，公司

整体毛利额同比增长 5.98%。公司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下滑主要是公司计提人员相

关福利费用所致，不存在持续性。 

 

2.关于成本费用变化。年报显示，公司 2018年销售费用 1.57亿元，同比增

长 30.63%；管理费用 1.77亿元，同比增长 228.99%，而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均

出现同比下降。请公司：（1）说明销售费用的构成、确认方式、对应的职工人

数，以及是否同公司销售收入正向挂钩；（2）说明管理费用的会计确认方式，

以及其中涉及人员优化计划的金额和对应职工人数；（3）说明在营业收入下降

的情况下，费用出现增长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构成、涉及金额等说明 

旅行社作为轻资产的行业，运营费用主要是人工。公司销售费用主要包含销

售及相关营业部门的职工薪酬、劳务费、广告宣传、经营租赁等费用；公司管理

费用主要包含管理人员的职工薪酬、能源及物料消耗、租赁、折旧与摊销、软件

维护等费用。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9日召开了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优化人员结构计提相关福利费用的议案》，报告期内，销售费用

中包含人员优化福利费用 2,897万元；管理费用中包含人员优化费用 12,032万

元，合计 14,929万元。 

（2）费用出现增长的合理性 

上述数据经过公司聘请的第三方精算机构“对公司人员优化计划方案进行

了测算，并根据测算结果以人员归属划分确认了相关费用，相关事项经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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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的费

用上升，包含公司优化人员结构相关福利费用所致，因其导致的两项费用的增长

不具有持续性，且其不与销售收入挂钩，费用的增长与营业收入下降没有直接关

联。 

3.关于现金流量情况。公司 2014年至 2018 年连续五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持续为负，累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约-24919万元，而同期累计归

母净利润为 30519万元，累计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3877万元。请公司结合具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项目性质和业务模式，说明最近五年累计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与累计归母净利润、累计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之间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

以及相关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近 5年归母净利润主要来自于投资活动产生的收益。最近 5 年累计投资

收益为 7.05亿人民币。报告期内，公司公民游业务面临美金汇率上涨、国内股

市低迷等经济大环境因素导致的消费降级影响，营业收入下降导致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累计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公司

持有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于最近五年累计分红 14,441万元，相关收益计入“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属于经常性利润。另外，还有联营公司投资收益

累计 3,569 万，属于经常性利润，但不包括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 

上述两项影响累计 18,010 万元。 

针对传统公民游市场消费方式的改变，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逐步降低公

司对出境游业务的依赖，迎合中高端市场需求，开发空白点，试水定制游，打造

旅游+的概念。报告期内，公司推出“锦旅研学”等创新转型项目，入境和会展

会奖业务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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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财务会计处理 

4.关于归属母公司权益变化情况。年报显示，公司 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权益 8.62亿元，同比下降 24.93%，其中其他综合收益从 4.05亿元降低 3.18

亿元至 0.87亿元，同比降低 78.54%。请公司：（1）分别列示近三年因处置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而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的金额；（2）说明其他综合收益变动趋势的合理性以及本年归属母公司股东权

益大幅下滑是否具有持续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近三年因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

而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金额 

单位:元 

 

2018 年 

1月 1日 

 

  
本年发生额 

  

2018 年 

12月 31日 项目 
本年所得税前发

生额 

减：前期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当期

转入损益 

减：所得税 

税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 

税后

归属

于少

数股

东 

费用 

以后将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405,493,844.55 -117,109,995.52 -307,533,114.26 106,160,777.44 -318,482,332.34 -     87,011,512.21 

其中：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405,493,844.55 -117,109,995.52 -307,533,114.26 106,160,777.44 -318,482,332.34 -     87,011,512.21 

其中：浦发银

行(600000) 195,868,623.60 -54,486,222.36 -206,671,942.44 65,289,541.20 -195,868,623.60 -     - 

      豫园商

城(600655) 90,108,683.77 -26,938,548.79 -93,206,362.90 30,036,227.92 -90,108,683.77 -     - 

      交通银

行(601328) 112,211,515.99 -33,600,005.04 - 8,400,001.26 -25,200,003.78 -     87,011,512.21 

      申万宏

源(000166) 7,305,021.19 -2,085,219.33 -7,654,808.92 2,435,007.06 -7,305,021.19 -     - 

合计 405,493,844.55 -117,109,995.52 -307,533,114.26 106,160,777.44 -318,482,332.34 -     87,011,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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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1 月 1 日 

 

  
本年发生额 

  2017年 

12月 31 日 

 

本年所得税前

发生额 

减：前期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当

期转入损益 

减：所得税 
税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 

税后归

属于少

数股东 
费用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456,272,484.16 8,914,394.45 -76,619,247.24 16,926,213.18 -50,778,639.61 -     405,493,844.55 

其中：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456,272,484.16 8,914,394.45 -76,619,247.24 16,926,213.18 -50,778,639.61 -     405,493,844.55 

其中：浦发银行

(600000) 250,537,524.61 -106,425.47 -72,785,442.54 18,222,967.00 -54,668,901.01 -     195,868,623.6 

      豫园商城

(600655) 99,338,368.60 -8,472,441.74 -3,833,804.70 3,076,561.61 -9,229,684.83 -     90108683.77 

      交通银行

(601328) 97,648,661.25 19,417,139.65 - -4,854,284.91 14,562,854.74 -     112,211,515.99 

      申万宏源

(000166) 8,747,929.70 -1,923,877.99 - 480,969.48 -1,442,908.51 -     7,305,021.19 

合计 456,272,484.16 8,914,394.45 -76,619,247.24 16,926,213.18 -50,778,639.61 -     405,493,844.55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1 月 1 日 

  

    本年发生额     

2016年 

12月 31 日 

  

本年所得税前

发生额 

减：前期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当

期转入损益 

减：所得税 

税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 

税后

归属

于少

数股

东 

费用 

以后将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588,136,702.92 -96,792,071.42 -79,026,886.95 43,954,739.61 -131,864,218.76 -     456,272,484.16 

其中：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588,136,702.92 -96,792,071.42 -79,026,886.95 43,954,739.61 -131,864,218.76 -     456,272,484.16 

其中：浦发银行

(600000) 321,741,844.33 -15,912,206.01 -79,026,886.95 23,734,773.24 -71,204,319.72 -     250,537,524.6 

      豫园商

城(600655) 141,837,789.25 -56,665,894.20 - 14,166,473.55 -42,499,420.65 -     99,338,368.6 

      交通银

行(601328) 113,049,030.00 -20,533,825.00 - 5,133,456.25 -15,400,368.75 -     97,648,661.25 

      申万宏

源(000166) 11,508,039.34 -3,680,146.21 - 920,036.57 -2,760,109.64 -     8,747,929.7 

合计 588,136,702.92 -96,792,071.42 -79,026,886.95 43,954,739.61 -131,864,218.76 -     456,272,4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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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近三年因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

少而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金额分别为 34,738.44 万元和 15,374.08 万元。 

 

(2)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制定的关于优化金融资产的战略要求，为

盘活、优化金融资产，提升金融资产效益，提升资产盈利能力，公司在报告期内

对所持有的金融资产进行了优化调整，处置部分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导致其他

综合收益出现下滑。目前公司持有可供处置金融资产交通银行 8,000 万股，除市

场波动公允价值减少外，本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下滑暂不存在可持续性。 

 

5.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化及其会计处理。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由期初余额 9.47亿元变动至期末余额 4.63亿元，同比下

降 51.10%，主要为持有的交通银行股票。请公司：（1）结合公司的经营模式，

说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大幅减少的合理性；（2）分项列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期间余额变动的项目及对应金额明细，包括但不限于新增、出售及公允价

值变动项目；（3）列示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会计分录，

说明对公司本年损益或其他权益类科目产生的影响，并解释原因；（4）明确列

示会计准则中关于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规定，结合准则说明上述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谨慎性原则。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大幅减少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减少 11,711 万元；报告期

内，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

会减持公司持有的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为盘

活、优化金融资产，提升金融资产效益，提升资产盈利能力，授权公司董事会减

持公司持有的浦发银行、豫园股份和申万宏源的股份，减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6,7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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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间余额变动的项目及对应金额明细 

被投资公司名称 

 

股票 
年初持股数 

 

2017年 本年公允价值变

动 

 

本年处置 

 

2018年 
年末持股数 

 代码 12月 31日 12月 31日 

浦发银行 600000 25,000,000 314,750,000.00 -54,486,222.36 -260,263,777.64 - - 

交通银行 601328 80,000,012 496,800,074.52 -33,600,005.04 - 463,200,069.48 80,000,012 

豫园股份 600655 11,553,172 124,081,067.28 -26,938,548.79 -97,142,518.49 - - 

申万宏源 000166 2,186,225 11,740,028.25 -2,085,219.33 -9,654,808.92 - - 

合计     947,371,170.05 -117,109,995.52 -367,061,105.05 463,200,069.48   

 

（3）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会计分录以及对公司本年损

益或其他权益类科目产生的影响 

--按期末公允价值变动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贷：其他综合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递延所得税负债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借：货币资金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投资收益 

        应交税费等 

    借：其他综合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递延所得税负债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公司本年损益及其他权益类科目的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分红，利润表“投资收益”增加 

2018 年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产生的投资收益 2,674.0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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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如市值上升，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损失） 

的税后净额”增加, 资产负债表“其他综合收益”增加，反之，如市值下降， 

则相应科目数值均减少。    

2018 年末公司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通银行），市值下降，其他综合 

收益减少 2,520.00 万元。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润表“投资收益”增加、相关税费增加，资产

负债表“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2018 年公司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投资收益 30,753.31 万元, “其他

综合收益”较年初减少 29,328.23万元。 

（4）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通银行以公允价值

计量，符合谨慎性原则，成本价为每股 4.34 元，税后浮盈 8,701万元。 

 

6.关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年报显示，公司

2018年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1.80亿元，

同比增长约 58倍，其中主要为持有的农业银行股票 1.80亿元。请公司：（1）

列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会计处理方式及分录，说

明对公司损益的影响；（2）结合会计准则关于金融资产的划分规定及公司会计

政策，说明公司将持有的交通银行股票列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将农业银行股

票列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因及标准；（3）说

明对持有金融资产的划分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一致性原则。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会计处理方式及分

录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购入 

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贷：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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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价格上涨 

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 

 

--期末价格下跌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减少 

报告期内，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由于期末市值

下降，使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产生损失 325.70万元。 

 

--出售（收益） 

借：货币资金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投资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利润表“投资收益"增加 

 

--出售（亏损） 

借：货币资金 

    投资收益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利润表“投资收益"减少 

报告期内， 公司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取得的投资收益 90.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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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将持有的交通银行股票列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将农业银行股

票列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因及标准 

公司为交通银行的原始股股东，2007 年会计准则实施后一直作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持有，至 2017 年初公司持有交通银行 30,647,500 股。2017 年 6 月公

司从二级市场购入交通银行 49,352,512 股，鉴于交通银行新购与存量股票无法

进行有效划分，故将二级市场购入的交通银行股票全部划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司报告期内陆续从二级市场购入农业银行股票，是公司根据股东大会、董

事会制定的战略要求，为盘活、优化公司金融资产结构，提升金融资产效益，及

资产流动性，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经管理层决策拟短期持有，故根据相关金融

工具准则将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公司对持有的金融资产的划分符合相关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 

 

7.关于人员优化计划相关费用及其会计处理。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年发

生人员优化计划相关费用的非经常性损益为-9308万元，而公司在 2018 年 11月

披露的关于优化人员结构计提相关福利费用公告中称，预计计提相关福利费

1.49亿元，减少 2018 年归母净利润 1.49亿元，与年报披露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请公司：（1）说明人员结构优化计提相关福利费用的具体方案及推进实施情况；

（2）结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说明上述人员优化计划相关费用的处理方式及会

计分录，并说明未来是否会持续发生相关费用；（3）说明年报中关于优化人员

结构计提相关费用金额同临时公告中披露金额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并

说明期间未披露进展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人员结构优化计提相关福利费用的具体方案及推进实施情况 

经第三方精算机构测算，公司于报告期内计提人员结构优化相关福利费用

1.49亿元，主要涉及离职后福利和组织架构调整费用，其中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的费用为-9,3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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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员优化计划相关费用的处理方式及会计分录 

借: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贷：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应付款 

上述会计分录根据人员归属划分“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并按照预计

付款年度和付款类别划分负债项目。 

（3）公司于报告期内计提人员结构优化相关福利费用 1.49亿元，与临时公告

中披露金额未出现较大差异，未来不会持续发生相关费用。 

 

8.关于应付票据及其他应付款情况。年报显示，公司 2018年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余额为 1.08 亿元，同比增加 41.42%。请公司：（1）列示近三年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及主要交易对方；（2）结合公司最近三年业务规模及模

式的变化情况，说明应付票据及其他应付款余额发生较大增长的合理性。请年审

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近三年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及主要交易对方 

--2016 年度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占应付账款总额比例(%) 

某旅行社 353.99 3.99 

某旅行社 339.01 3.82 

某旅行社 132.11 1.49 

某旅行社 119.30 1.34 

某旅行社 109.06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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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占应付账款总额比例(%) 

某旅行社 195.45 2.56 

某旅行社 189.38 2.48 

某旅行社 166.45 2.18 

某旅行社 165.33 2.16 

某旅行社 164.52 2.15 

--2018 年度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占应付账款总额比例(%) 

某旅行社 576.80 5.33 

某旅行社 197.42 1.83 

某旅行社 187.82 1.74 

某旅行社 143.81 1.33 

某旅行社 127.01 1.17 

(2) 针对传统公民游市场消费方式的改变，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报告期

内，入境游及会奖会展业务稳步增长，应付账款相应增加，且交易对方不存在关

联性。 

 

9.关于预付账款。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7543 万元，

同比增长 97.62%。请公司：（1）列示并说明预付账款最近三年的交易对方、账

龄情况以及业务实质；（2）结合公司最近三年业务规模及模式的变化情况，说

明预付款发生较大增长的合理性；（3）解释说明公司预付账款与应付账款同时

增加的商业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预付账款最近三年的交易对方、账龄情况以及业务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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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账龄情况 占预付账款总额比例(%) 

某旅行社 279.64 1年以内 4.16 

某游轮公司 273.13 1年以内 4.07 

某机票代理 181.80 1年以内 2.71 

某旅行社 168.07 1年以内 2.50 

某供应商 165.98 1年以内 2.47 

--2017年度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账龄情况 占预付账款总额比例(%) 

某游轮公司 474.38 1年以内 12.43 

某旅行社 100.80 1年以内 2.64 

某供应商 90.15 1年以内 2.36 

某游轮公司 82.89 1年以内 2.17 

某旅行社 61.08 1年以内 1.60 

--2018 年度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账龄情况 占预付账款总额比例(%) 

某游轮公司 313.87 1 年以内 4.16 

某旅行社 211.86 1 年以内 2.81 

某旅行社 204.54 1 年以内 2.71 

某航空公司 163.32 1 年以内 2.17 

某航空公司 144.63 1 年以内 1.92 

（2）公司 2019 年出境游业务涉及游轮包船和机票切位，会奖旅游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预付账款相应增加，且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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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 德师报(函)字(19)第 Q00786 号《关于对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中关注问题的回复》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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