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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张家界市因外溢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爆发疫情，加之其他

地方的疫情不时爆发，作为典型可选择性消费的旅游行业，公司的主

营业务陷入艰难境地，公司董事会带领全体员工认真应对疫情冲击，

部署公司非常时期的经营事项和未来发展战略，尽最大能力调度各种

资源，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转。报告期内，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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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重市场、尊重法治、尊重专业、化解风险的原则出发，

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科学决策和

规范运作，有效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就 2021 年度的工作

情况作如下报告，同时提出 2022 年公司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 

一、2021 年度工作回顾 

（一）经营业务缓慢恢复。2021 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导致旅

游行业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下举步维艰，出

入境游暂停，跨省游半停。作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旅游企业，公司

严格执行有关部门疫情防控的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紧盯疫情发展情

况和市场恢复情况，稳妥有序恢复游客接待工作，通过压缩成本、狠

抓经营、拓宽融资、创新项目，恢复生产经营，稳定企业队伍。主营

业收入在报告期第二季度较上年同期有稳步提升。但在 7 月底张家界

本地突发外溢疫情事件，7 月 28 日起公司全面关闭旗下所有景区景



点,直至 9 月 3 日起才逐步分批次恢复游客接待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共实现接待购票游客人数为 311.05 万人，

较上年同期 250.56 万增加 60.49 万人，增幅为 24.14%；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19,870.93 万元，较上年同期 16,919.67 万元增长 2,951.26 万元，

增幅为 17.44%；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17.81 万

元，较上年同期-9,220.55 万元减少 4,297.26 万元，减幅为 46.61%；

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26.85 万元，较上年同期-11,083.01 万元减少 3,343.84 万元，减幅

为 30.17%。 

（二）着力布局文旅业态。文旅融合是“十四五”规划的新重点，

公司紧抓“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机遇，努力打造文旅精品景

区和旅游品牌，以布局新项目和升级核心项目为抓手，完善资产经营、

加强资本运作、打造优质品牌作为发展重点，探索多业态投资和打造，

全面构建公司新发展格局。 

1.打造旅游综合体。公司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

资建设的张家界市区唯一一家集休闲、观光、体验、娱乐为一体的综

合性旅游目的地大庸古城项目，在疫情的持续影响，攻坚克难全面完

成项目建设，并于 6 月 21 日对两个核心业态《遇见大庸》《飞跃张家

界》进行试运营，但由于张家界本地突发外溢疫情，导致大庸古城项

目各项业务完全暂停。面对困难，公司积极探索以“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的思路，在大庸古城打造了中秋祭月大型民俗活动，上演了花

灯、阳戏、民歌等张家界本土的传统非遗文化表演，承办了“中国·张



家界首届世界遗产摄影大赛”，推出了一系列的红色文旅文化主题活

动，同时积极主动寻找战略投资者，与资本投资平台对接在疫情形势

下布局文旅项目的未来发展。 

2.提质升级核心项目。公司旗下十里画廊光观电车项目位于张家

界国家森林公园内，已经运营 22 年，一直是公司现金流稳定、投资

少收益高的精品项目。公司在疫情持续影响旅游人数的背景下，启动

了观光电车系统原址提质升级，从安全度、舒适度及特色体验感等方

面重新打造提升，不仅对项目接待运力及安全性升级提质，更着力创

新注入中国传统十二生肖元素和《学习强国》文化体验馆等有文创体

验感的品牌文化，拓宽培植新业务的竞争优势。 

（三）推动降本增效。公司通过现场调研、召开座谈会、数据分

析等多种形式，发现 35 项生产经营突出问题，督促各项问题落到实

处，严格要求各项整改措施严格执行。通过定员、定岗，严控薪资总

额，严控用工数量等途径，精细化预算管理方式，切实降低人力资源

成本费用。积极争取政府相关部门陆续出台减免政策，对旅游行业的

增值税、增值税附加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实行全年度减免政策，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商保险及医疗保险也按政策给予了相应减免。

报告期内，公司及纳入合并范围的分子公司税费减免及退税共计

1,765.90 万元。 

（四 ）科学规范治理。一是信息披露披透明公正。董事会依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依法自觉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严把信息披露关，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报告期内对公



司股票价格及投资者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进行了公正、公开、公平和

及时的披露，认真对待媒体记者的提问，积极与资本市场研究员互动，

配合研究机构出研究报告，宣传公司正面形象，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

的形象。二是大力维护投资者关系。董事会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的管

理维护，及时更新官网信息，及时回应投资者问题，及时消除投资者

顾虑。报告期内定期对2017年定增股东及二级市场股东做电话交流，

稳定股东情绪，树立公司的形象。三是持续规范化治理，完善内控制

度。董事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持续规范化公司治理，规范治理架构，

努力构建现代化企业管理体系，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

作。报告期内，对公司有关制度进行修订完善，确保公司运行有章可

循、有规可依。 

二、2021 年主要经营指标分析 

（一）公司 2021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万元）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9,870.93 16,919.67 1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17.81 -9,220.55 -4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26.85 -11,083.01 -3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4.29 -2,162.12 42.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3 -4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3 -4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9% -5.92% -3.47% 

总资产 284,086.02 279,561.11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730.31 151,208.23 -9.57% 

销售费用 1,603.37 1,708.7 -6.16% 



管理费用 7,364.06 7,159.00 2.86% 

财务费用 2,865.03 396.53 622.52% 

（二）公司 2021 年度主要景区景点具体情况：（万人、万元） 

公司 指标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环保客运 
购票人数 178.67 121.55 46.99% 

营业收入 7,577.42 6475.85 17.01% 

宝峰湖 
购票人数 7.47 15.20 -50.86% 

营业收入 1,116.69 1304.61 -14.40% 

十里画廊观光电车 
购票人数 63.06 57.23 10.19% 

营业收入 2,362.77 1,850.67 27.67% 

杨家界索道 
购票人数 61.85 56.58 9.31% 

营业收入 4,041.29 3,516.80 14.91% 

张家界国际大酒店 营业收入 1,087.37 1033.48 5.21% 

张家界中旅 营业收入 4,013.69 2,878.89 39.42% 

（三）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情况分析 

营业收入增长 17.44%的原因是：2021 年上半年，公司抓住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缓解，旅游市场逐步复苏的时机，加大工作力度，公司

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6.68%。但 2021 年 7 月份因外溢的本地

疫情爆发，逐渐复苏的张家界旅游市场受到最沉重的打击，景区景点

关闭至 9 月份，公司 2021 年下半年游客接待量同比下降，但全年整

体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比增长。 

净利润下降-46.61%的原因是：受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公司旗下

大部分成员公司的净利润都亏损，其中大庸古城亏损-8,366.29 万元，

因 2021 年 6 月工程转固的折旧摊销，造成其中新增加 3,892.91 万元。 



财务费用增长 622.52%的原因是：公司银行贷款较上年同期

83,323.96 万元增加 18,969.58 万元，其中大庸古城项目贷款总额

82,493.54 万元，较上年同期 78,426.25 万元增加 4,067.29 万元。

本报告期贷款利息 4,070.72 万元较上期增加 799.31 万元，其中：1-6

月利息 2,054.72万元资本化，7-12月利息 2016万元计入财务费用。 

各成员公司接待人数较上年同期都成增长趋势，但都未恢复到疫

情之前，其中宝峰湖景区接待人数下降-50.86%，其原因是，宝峰湖

景区游客以韩国市场为主，受疫情影响入境游暂停。 

三、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格局和趋势 

1、机遇方面 

2021 年是“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十四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的基本目标是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产业量都要重视创

新能力及质量的发展，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坚持系

统观念、筑牢防线，坚持旅游为民、旅游带动，坚持创新驱动、优质

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利用”为基本原则，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注重需求侧管

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 

根据中国文旅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国内旅游总人次 32.46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3.67 亿，增长 12.8%，恢复到 2019 年（疫情前）



的 54%；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消费）2.92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0.69 万亿元，增长 31%，恢复到 2019 年（疫情前）的 51%。虽然 2021

年全国旅游业因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造成重大冲击，但从中长期来

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市场的影响呈减弱趋势，游客出游信心逐渐

增强，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因疫情而受到暂时抑制的旅游消

费需求将会重新释放。 

疫情后内循环加速消费升级，随着张家界高铁交通不断完善，未

来国内游客旅游频次明显增加，受益于家庭出游需求及短途周边游。

在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下，一些景区景点面者重新洗牌，小众市

场有望成为旅游增量主力，高收入阶层的旅游独家消费，是未来旅游

行业客观的利润来源。 

2、挑战方面 

旅游业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突发事件、重大疫情等各种重大事件

的影响，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冲击，旅游业复苏态势被遏制，

旅游受到沉重打击，以及消费能力变化，作为典型可选性消费的旅游

业影响尤大。 

国内疫情时有发生，各地出游限行政策松紧不一，疫情防控政策

对跨省旅游的各种限制，人员难以流动，团队旅游和长距离、长时间

出行都大幅减少，同时对疫情的恐惧心理，也间接影响着游客的心理。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旅游行业的整体基本面在缩小，各个

城市和景区的竞争势必更加激烈，公司在自身内部竞争力、品质产品

和业态等问题上，如不能创新突破，就有可能被淘汰。 



（二）公司发展战略 

通过战略联盟、资本运作、联合经营等多种方式，深度整合旅游

资源，形成以张家界为基地，以湖南为重点，辐射全国的资源网络，

建立起覆盖旅游服务全过程的业务体系，将公司建成管理精细化、经

营市场化、发展多元化的现代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 

四、2022 年工作计划 

（一）2022 年经营指标 

受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2 年计划完成营业收入

36,501.68 万元。公司密切关注疫情，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在

本次疫情结束后，公司将抓住旅游业复苏的有利时机，采取强化市场

促销、严格控制成本、争取有利政策支持等手段，极力减少本次疫情

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科学制定战略规划，推动转型升级 

一是有效实施集团战略规划初步规划和“十四五”发展规划。二

是加快推动集团旅游业务从传统观光转向观光休闲与度假复合、从资

源禀赋转向更加符合市场需求、从景区产品同质化到特色化、从单一

的门票经济到收益模式多元化等的转型升级。三是优化资产结构，充

盈现金流，开展资本运作，收购优质资源，提升配置效率。 

（三）强力推动营销变革，增强公司效益 

一是整合资源创新营销，快速推动全集团营销改革，以及集团内

外资源联合，加快线路产品优化升级，推出组合拳。二是全力推进大

庸古城招商和核心业态运营工作，创新品牌营销形式，拓展销售渠道，



通过引流吸引招商引资，逐步完善古城商业文化，为公司创造新的收

入增长点。三是布局张家界疫情后迅速抢占国内市场，借省旅发大会

“东风”，推送旅游产品(路线)，扩大销售渠道，积极配合客源地企

业做好市场营销工作，做到“政策互给、线路互连、优势互补、客源

互送”。 

（四）极力强化股东关系，确保合法权益 

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从制度建设、部门设置、工作方法等

全面全方位构建细化工作体系，赋予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专门且重要

的地位。健全投资者关系工作体系优化投资回报机制和承诺履行情况，

全力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畅通交流互动渠道，提升公司的信誉。 

（五）持续推动各项改革，提高治理水平 

一是持续推动三项制度(人事、劳动、分配)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建立企业高效管理机制。二是完善内控制度，结合公司经营情况持续

开展公司内部制度的梳理、修订、完善工作，使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有

法度、有依据，实现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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