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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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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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股票代码

002033

董事会秘书
杨

宁

证券事务代表
孙阳泽

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 760 号丽江玉龙 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 760 号丽江玉龙
旅游大楼

旅游大楼

电话

0888-5105981

0888-5306320

电子信箱

ljyn@vip.sina.com

bibo51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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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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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94,640,598.06

318,348,464.76

-70.27%

-24,119,584.59

98,045,489.95

-124.60%

-25,745,159.91

94,792,394.25

-127.16%

-56,266,494.48

91,679,910.88

-161.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9

0.1784

-124.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9

0.1784

-124.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3.95%

-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707,486,674.38

2,858,675,395.31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64,732,576.13

2,554,809,011.04

-3.53%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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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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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丽江玉龙雪山
旅游开发有限 国有法人

15.73%

86,438,390

14.26%

78,370,500

9.20%

50,563,500

责任公司
华邦生命健康 境内非国有法
股份有限公司 人

质押

78,370,500

云南省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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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市玉龙雪
山景区投资管 国有法人

5.81%

31,902,745

1.89%

10,377,482

1.46%

8,012,980

1.15%

6,311,422

1.03%

5,655,910

0.98%

5,388,892

0.93%

5,120,482

理有限公司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广州上果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有限公司 人
丽江摩西风情
园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郴州中地行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瞿启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根据管委会的《情况说明》
，华邦健康及张松山先生可有效控制雪山公司所持公司 15.73%
的股份投票权，雪山公司、华邦健康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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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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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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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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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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2020
年1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扩散，公司严格执行有关部门疫情防控的要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经营
层带领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和市场恢复情况，积极制定相应的营销政策，根据经营类型及性质分批次积极
稳妥地有序恢复游客接待工作，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加快拓展项目的研究、落实，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开展经营工
作，一定程度降低了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464.06万元，同比下降70.27%，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11.96万元，同比下降124.60%。经营概况及其他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如下：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1月25日起玉龙雪山景区关闭,公司旗下的印象丽江演艺项目于1月24日停演;
景区内的冰川公园索道、云杉坪索道、牦牛坪索道、龙悦公司餐饮等业务于1月25日暂停运营;古城丽世酒店于1月25日暂停
运营、和府洲际酒店于1月28日暂停运营、英迪格酒店于1月30日暂停运营。按照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第10号通告《云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的实施意见》和丽江市文化和
旅游局《丽江市旅游行业全面恢复营业的通告》以及丽江玉龙雪山省级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玉龙雪山景区恢复接待游客
的公告》精神，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起根据经营类型及性质分批次积极稳妥地有序恢复游客接待工作：2月20日，丽江和府
洲际度假酒店、丽江古城英迪格酒店、丽江古城丽世酒店恢复游客接待；2月21日，玉龙雪山旅游观光车、玉龙雪山云杉坪
索道、玉龙雪山餐饮中心、龙德公司恢复游客接待；2月25日，玉龙雪山冰川公园索道恢复游客接待；3月9日，牦牛坪索道
恢复游客接待、2020年5月21日，印象丽江表演恢复营业后，公司业务均全部恢复营业，但因疫情尚未结束，防控措施尚未
全面解除，客源市场全面恢复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报告期内，公司已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和市场恢复情况，积极制定相应的
营销政策，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加快拓展项目的研究、落实，一定程度降低了对公司的负面影响。
2020年1-6月,公司三条索道共计接待游客 65.17万人次,同比减少68.99%，索道业务营业收入5,130.79 万元，同比减
少67.7%；丽江和府酒店有限公司（含洲际酒店、英迪格酒店、古城丽世酒店、5596商业街）实现营业收入1,879.33万元，
同比减少63.51；印象丽江共计演出88场，共计接待游客12.6万人次，同比减少82.74%，实现营业收入1,251.33万元，同比
减少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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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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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

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重新评估主要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面。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2019

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

年度财务报表不予调整。

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

公司根据上述文件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2019 年度合并

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原采用的

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执

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

2、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关

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

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2019]16 号）。

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下称"《修
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要求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
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
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根据上述通知
的有关要求，公司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相应调整。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 号）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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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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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和献中
2020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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