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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706                       公司简称：曲江文旅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孔群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048,157,738.23 2,645,450,647.35 1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8,444,655.86 1,056,792,656.44 -3.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84,581.93 49,875,639.66 -112.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92,099,848.44 988,567,789.20 -2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686,002.23 102,534,510.60 -13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311,258.17 94,439,730.61 -185.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4 9.55 减少 12.8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48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48 -133.33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门票收入等减少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门

票收入等减少及收到的政府补助等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每股收益指标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净利润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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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77,415.44 2,964,056.6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4,573,840.93 26,315,929.3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66,865.13 -1,736,799.0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544,197.28 26,648,942.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9,149.74 -533,477.94  

所得税影响额 -3,464,729.00 -8,033,395.86  

合计 20,414,709.78 45,625,255.9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10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14,511,121 53.16 0 无 0 国有法人 

周宇光 8,610,220 4.00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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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安 2,052,159 0.9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卢冬芳 1,774,380 0.8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平安多元策略混合型养老金

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362,420 0.63 0 未知 0 其他 

周爽 1,092,800 0.51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通三益保健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 
1,029,600 0.48 1,029,60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魏玉芳 868,000 0.40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宏开升集装箱有限公司 720,000 0.33 72,00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杜娟 627,540 0.2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4,511,121 人民币普通股 114,511,121 

周宇光 8,610,220 人民币普通股 8,610,220 

章安 2,052,159 人民币普通股 2,052,159 

卢冬芳 1,774,380 人民币普通股 1,774,380 

平安多元策略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62,420 人民币普通股 1,362,420 

周爽 1,0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2,800 

魏玉芳 8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8,000 

杜娟 627,540 人民币普通股 627,540 

郭海鸥 618,220 人民币普通股 618,220 

青岛鑫诚酵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304,815.77万元,较上年同期期末增加50,830.79万元，增幅

20.0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01,844.47万元，较上年同期期末减少10,060.94万元，降幅8.99%。 

资产负债表项目中变动幅度较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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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同期期末数 变动额 
变动率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59,204,117.90 271,029,063.28 88,175,054.62 32.53 主要是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00,000.00 1,749,979.11 -1,649,979.11 -94.29 
主要是应收票据到期收回所

致 

固定资产 1,392,950,447.33 740,998,177.92 651,952,269.41 87.98 

主要是唐华宾馆改扩建项

目、大唐芙蓉园夜游系列水

舞光影秀等项目投资增加所

致 

在建工程 77,804,779.79 593,936,423.87 -516,131,644.08 -86.90 

主要是唐华宾馆改扩建项

目、大唐芙蓉园夜游系列水

舞光影秀等项目转固定资产

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99,249,659.82 44,374,263.66 154,875,396.16 349.02 
主要是装修改造工程增加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871,277.52 12,115,692.24 11,755,585.28 97.03 
主要是本期可弥补亏损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07,105.29 11,062,211.92 -7,455,106.63 -67.39 主要是预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41,347,613.91 60,458,408.83 -19,110,794.92 -31.61 主要是归还到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55,292,540.40 131,314,210.98 -76,021,670.58 -57.89 
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

付所致 

预收款项  46,113,947.99  -46,113,947.99 -100.00 
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

所致 

合同负债 38,472,139.93  38,472,139.93 100.00 
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

所致 

应交税费 9,297,102.84 13,691,896.09 -4,394,793.25 -32.10 
主要是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

所致 

应付股利  6,161,903.81 -6,161,903.81 -100.00 
主要是支付普通股现金分红

所致 

长期借款 1,051,500,000.00 466,400,000.00 585,100,000.00 125.45 主要是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65,557,125.98 478,461,674.76 587,095,451.22 122.70 主要是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负债合计 2,026,558,302.18 1,419,828,059.45 606,730,242.73 42.73 主要是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盈余公积 6,190,383.50 2,543,320.40 3,647,063.10 143.40 
主要是提取盈余公积增加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 3,154,780.19 967,804.60 2,186,975.59 225.97 
主要是新设子公司吸收少数

股东投资所致 

 

利润表项目中变动幅度较大的有：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变动额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4,353,875.80 18,325,076.94 16,028,798.86 87.47 
主要是本期借款规模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利息费用 34,855,454.22 18,056,779.42 16,798,674.80 93.03 
主要是本期借款规模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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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1,229,002.02 900,570.76 328,431.26 36.47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5,418,181.23 1,446,396.84 3,971,784.39 274.60 
主要是本期税收优惠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074,301.15 -3,074,301.15 -100.00 

主要是上期收到理财产品收

益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4,204.16 4,204.16 不适用 

主要是上期确认对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损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8,471,980.64 -6,353,629.80 -2,118,350.84 不适用 

主要是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018,141.01  3,018,141.01 100.00 

主要是本期收到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收回补偿款所致 

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40,628,043.32 115,590,435.12 -156,218,478.44 -135.15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门票收

入等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504,514.97 5,300,340.23 -4,795,825.26 -90.48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与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295,398.34 1,041,109.01 1,254,289.33 120.48 
主要是本期支付赔偿款增加

所致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42,418,926.69 119,849,666.34 -162,268,593.03 -135.39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门票收

入等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7,565,819.47 17,114,358.80 -24,680,178.27 -144.21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利润总

额减少所致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4,853,107.22 102,735,307.54 -137,588,414.76 -133.93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门票收

入等减少所致 

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列） 
-34,853,107.22 102,735,307.54 -137,588,414.76 -133.93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门票收

入等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4,686,002.23 102,534,510.60 -137,220,512.83 -133.83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门票收

入等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

以“-”号填列） 
-167,104.99 200,796.94 -367,901.93 -183.22 

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

润减少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 -34,853,107.22 102,735,307.54 -137,588,414.76 -133.93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门票收

入等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综合收益总额 
-34,686,002.23 102,534,510.60 -137,220,512.83 -133.83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门票收

入等减少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

合收益总额 
-167,104.99 200,796.94 -367,901.93 -183.22 

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

润减少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48 -0.64 -133.33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净利润

减少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48 -0.64 -133.33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净利润

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中变动幅度较大的有：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变动额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603,034,213.48 1,067,459,700.52 -464,425,487.04 -43.51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销售回

款减少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75,315.01 -1,275,315.01 -100.00 
主要是上期收到税费返还

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691,999,531.46 1,170,703,429.52 -478,703,898.06 -40.89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销售回

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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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355,743,326.71 655,729,981.34 -299,986,654.63 -45.75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成本支

出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095,254.26 47,801,106.22 -27,705,851.96 -57.96 
主要是支付的企业所得税

及增值税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86,518,447.08 158,589,767.39 -72,071,320.31 -45.45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代收门

票款及根据协议支付的经

营分成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698,384,113.39 1,120,827,789.86 -422,443,676.47 -37.69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成本支

出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384,581.93 49,875,639.66 -56,260,221.59 -112.80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销售回

款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80,000,000.00 -18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期赎回理财产品

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2,831,056.88 -2,831,056.88 -100.00 

主要是上期理财产品取得

的投资收益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5,114,859.50 26,691.80 5,088,167.70 19,062.66 

主要是本期收到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款所

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5,114,859.50 182,857,748.68 -177,742,889.18 -97.20 

主要是上期赎回理财产品

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减少理财产品

投资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769,576.32 -769,576.32 -100.00 

主要是上期处置子公司减

少现金净额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213,086,254.72 360,501,517.76 -147,415,263.04 -40.89 

主要是本期减少理财产品

投资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470,000.00  1,47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新设子公司吸

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

金所致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

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470,000.00  1,47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新设子公司吸

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

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40,000,000.00 200,458,408.83 539,541,591.17 269.15 
主要是本期融资规模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741,470,000.00 200,458,408.83 541,011,591.17 269.89 

主要是本期融资规模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94,958,408.83 80,900,000.00 214,058,408.83 264.60 
主要是本期置换银行贷款

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42,640,347.34 22,510,204.53 20,130,142.81 89.43 

主要是本期融资规模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337,598,756.17 103,410,204.53 234,188,551.64 226.47 

主要是本期置换银行贷款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3,871,243.83 97,048,204.30 306,823,039.53 316.16 

主要是本期融资规模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89,515,266.68 -30,719,925.12 220,235,191.80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融资规模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49,765,187.82 246,718,167.10 -96,952,979.28 -39.30 

主要是上年公司融资规模

增加及支付工程款增加所

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339,280,454.50 215,998,241.98 123,282,212.52 57.08 

主要是本期融资规模增加

及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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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

公告，详见2020年7月1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公司关于大唐芙蓉园等景区免费开放的公告，详见2020年7月2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3、公司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详见2020年7月3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4、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20年8月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5、公司关于签订特别重大合同的公告，详见2020年8月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6、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20年8月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7、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详见2020年8月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8、公司2020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详见2020年8月1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9、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详

见2020年8月1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10、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详见2020年8月1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1、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2020年8月2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2、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2020年8月2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3、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详见2020年8月2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4、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2020年9月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5、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详见2020年9月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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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20年9月5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7、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详见2020年9月16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8、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2020年9月2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19、公司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详见2020年9月24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0、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详见2020年9月24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21、公司下属唐华宾馆分公司与屈孝勇、陈卓关于《房屋租赁合同》及《设备设施租赁合同》

纠纷事项，公司已在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详见2020年8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本报告期暂无进展，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2、公司下属大明宫遗址公园公司与陕西交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合同纠纷案，公司已在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详见 2020 年 8 月 2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目前该案件尚在一审审理中，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3、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公司经营活动不存在对环

境造成污染或破坏的情形。 

24、公司受托管理景区从未因违反或涉嫌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

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63 号）的相关规定被文物行政部门进行过

行政处罚或调查。 

25、报告期内，公司无查封、冻结资产的情况。 

26、报告期内，公司无逾期贷款。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所辖景区自 2020年 1月 24日起关闭，公司所管辖酒店（含餐饮）自 2020

年 1月 27日起暂停营业。2020年 2月 29日，大唐芙蓉园景区、西安城墙景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楼观道文化展示区等恢复对外开放，开放后至 5月 29日预约免费入园。公司运营管理的曲江海

洋极地公园至 5月 22日恢复试营业，恢复试营业后至 5月 29日实施预约免费入园，自 5月 30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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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入园收费。公司受托管理的开放式景区已自 2020 年 2 月 21 日起恢复对外开放，酒店、餐饮业

务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有序恢复营业，7 月 14 日起，文化和旅游部发文允许旅行社恢复经营跨省

（区、市）团队旅游，公司旅行社业务逐步恢复。 

随着疫情持续向好，根据旅游市场变化情况，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强

化内部管理、控制运营成本，同时，根据中央、省市政策及《曲江新区应对疫情支持旅游企业健康

发展的七条措施》等文件要求，积极申报支持旅游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努力降低本次疫情的影响。

但疫情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仍产生重大影响，预测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

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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