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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30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20-025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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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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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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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界市永定区三角坪 145 号张家界

国际大酒店三楼 

张家界市永定区三角坪 145 号张家界

国际大酒店三楼 

电话 0744-8288630 0744-8288630 

电子信箱 zjj000430@sina.com zjj000430@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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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16,233.25 169,988,689.83 -7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595,539.41 8,254,485.64 -84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9,446,524.08 3,510,360.66 -2,07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7,750,697.84 8,567,704.94 -1,357.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22 0.0204 -8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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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22 0.0204 -846.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 0.52%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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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372,102.09 2,668,026,912.74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2,440,672.24 1,602,499,905.75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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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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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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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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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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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0% 6,473,309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0% 4,838,800    

高勇 
境内自然

人 
0.99% 4,00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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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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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893,051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

股本 404,81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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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674,245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8,978,886 股，合计持有

112,653,131 股；陕西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473,309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6,473,309 股；高勇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02,152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 4,002,15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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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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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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旗下景区景点、景区运输及酒店接待人

数严重下滑，营业收入大幅减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81.62万元，比上年同

期16,998.87万元减少13,417.25元，减幅78.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159.55万元，比上年同期825.45万元减少6,985.00万元，减幅

846.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944.65万

元,比上年同期351.04万元减少7,295.69万元,减幅2,078.33%。公司主要分子公

司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人、万元） 

公司 指标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同比增减（%） 

环保客运 购票人数 24.98 139.93 -82.15% 

营业收入 1,276.79 6,152.94 -79.25% 

宝峰湖 购票人数 5.18 21.99 -76.44% 

营业收入 446.18 2,082.70 -78.58% 

十里画廊观光电车 购票人数 13.53 55.31 -75.54% 

营业收入 407.75 2,240.86 -81.80% 

杨家界索道 购票人数 11.13 42.62 -73.89% 

营业收入 580.64 2,308.52 -74.85% 

张家界国际大酒店 营业收入 333.19 692.49 -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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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中旅 营业收入 449.04 4,168.48 -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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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采用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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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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