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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22-035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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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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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旅游 股票代码 00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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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锡军 陈薇 

办公地址 广西桂林市翠竹路 35 号天之泰大厦 1215 房 广西桂林市翠竹路 35 号天之泰大厦 1110 房 

电话 (0773)3558976 (0773)3558955 

电子信箱 hxj8888@163.com glly000978@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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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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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999,232.48 137,686,901.60 -7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3,711,650.36 -63,615,015.74 -1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40,550,629.20 -67,602,487.00 -107.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010,738.12 -34,097,751.77 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4 -0.177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4 -0.177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0% -4.95%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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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105,302.97 2,556,072,476.94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5,659,032.13 1,103,777,056.06 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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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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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20% 174,150,473 108,030,000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1% 57,616,000  质押 57,616,000 

舒峥 境内自然人 1.11% 5,173,300    

卢灿理 境内自然人 0.65% 3,048,700    

司徒雯影 境内自然人 0.63% 2,951,300    

何香 境内自然人 0.46% 2,138,800    

刘立 境内自然人 0.44% 2,070,000    

阿拉丁传奇旅游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3% 2,000,000    

桂林三花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4% 1,577,431    

桂林国投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4% 1,577,4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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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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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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公司 2020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议案。该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桂林市国资委批复。具体详见公司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以

及公司 2020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2067 号），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具体详见公司 2021 年 6 月 26 日发布的《桂林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公司于 2022年 5月 24 日向控股股东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非公开发行

108,030,000 股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4.4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78,572,900 元，扣除不

含增值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2,877,358.49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65,695,541.51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全部到账。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公司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5月 25 日出

具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2]第 5-00002 号）。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相关登记手续于 2022年 5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2年 6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7 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及《桂林旅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 

  

2. 象鼻山景区全面免费开放事宜 

桂林市政府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召开桂林象鼻山景区全面免费开放新闻发布会，宣布象鼻山景区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开始全面免费开放。象鼻山景区全面免费开放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象山景区合作建设项

目终止。 

具体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26 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象鼻山景区全面免费开放涉及本公司相关事宜

的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飞影（签名）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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