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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8                             证券简称：腾邦国际                             公告编号：2021-078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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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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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无法表示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亚太(集团)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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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邦国际 股票代码 30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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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静 龚文静 

办公地址 
深圳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原福田区保税

区）桃花路 9 号腾邦集团大厦 5 楼 

深圳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原福田区保税

区）桃花路 9 号腾邦集团大厦 5 楼 

传真 0755-83663222 0755-83663222 

电话 0755-83663222 0755-83663222 

电子信箱 tt@tempus.cn tt@tempus.cn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腾邦国际旅游业务、商旅业务、机票酒店业务等受到巨大冲击，公司上下同心，顶住压力，积极

采取各项措施，通过调整业务战略改善经营状况，化解债务危机。 

       腾邦国际继续深耕航空、旅游及航司的合作，调整“科技×渠道×服务”的战略发展方向，从传统航旅销售业务领域到开

展数字化平台建设，为产业链上下游客户提供SaaS+远程非接触商服，为客户提供专业化、定制化支付结算、保险解决方案

等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特别加大对第三方支付市场开发力度，营业收入较上期有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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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45,075,298.38 3,296,995,453.66 -83.47% 4,886,107,47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8,923,149.62 -1,575,982,091.04 33.44% 167,749,32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5,544,970.30 -1,437,833,256.47 23.11% 31,028,78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250,932.38 -537,380,824.24 85.62% -1,471,627,606.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055 -2.5758 33.79% 0.27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055 -2.5758 33.79% 0.27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80% -77.46% -45.34% 6.1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792,506,227.70 6,519,405,740.80 -26.49% 9,253,541,74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6,181,115.36 1,375,021,095.83 -76.28% 2,837,124,589.7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4,681,313.35 35,551,145.63 81,673,452.80 333,169,38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810,310.87 -106,877,361.82 -250,689,621.20 -621,545,85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499,776.11 -82,317,775.81 -220,499,339.79 -730,228,078.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94,522.99 -99,010,408.04 -9,450,641.29 21,515,5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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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7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5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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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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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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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邦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72% 127,719,823  

质押 117,923,783 

冻结 127,719,823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77% 41,752,530    

深圳市百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8% 16,500,000  

质押 16,500,000 

冻结 11,535,984 

钟百胜 境外自然人 2.31% 14,268,913 13,809,688 
质押 14,268,913 

冻结 14,268,913 

段乃琦 境内自然人 2.24% 13,787,900 10,340,925 
质押 13,787,900 

冻结 13,787,90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杭州

民新万投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02% 12,432,012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0% 3,671,8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7% 2,884,600    

王凯 境内自然人 0.44% 2,735,5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2% 2,579,1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钟百胜先生为腾邦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段乃琦女士与深圳市百胜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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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春节期间，全球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旅游行业受到了严重冲击，公司旅游业务、商旅业务、机票酒店业务等受

到巨大冲击，经营规模明显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5亿元，同比下降83.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9亿元，亏损同比收窄33.44%。 

     报告期内完成的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1.在疫情期间，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公司积极转型，将公司定位为以“科技×渠道×服务”为依托的新型商业服务提供

商。 

     2.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号召，在认真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复工复产，积极与客户沟通，

实行业务精细化管理和降本增效等措施，降低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3.公司依托多年的行业经验和科技积淀，为上下游企业和代理人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和覆盖商旅出行全流程的技术平台、

工具、接口、数据、资源、运营管理等多种服务；为商旅管理企业和旅行者等出行人提供资源采购、科技支付、保险经纪等

集成化服务平台。特别加大对第三方支付市场开发力度，营业收入较上期有大幅度提升。 

     4.积极布局新业务，积极关注“Z世代”旅行者的需求，布局未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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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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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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2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3.1 条第

（三）项的规定，公司将在2021年4月30日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同时，披露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司

股票于年报公告后停牌一天，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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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新准则规定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

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于2020年4月30日决议通过。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无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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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减少4户： 

名称 变更原因 

上海腾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处置 

广州腾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注销 

湖北腾邦华领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处置 

四川省华商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处置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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