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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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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锦旅B股 900929 国旅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君 

电话 021-20375012 

办公地址 上海市延安东路100号联谊大厦27楼 

电子信箱 zhangjun@jjtravel.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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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425,340.31 1,031,909,388.05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95,526,701.86 755,921,483.20 5.2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54,723,343.51 140,247,793.03 -6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4,735,705.18 13,646,284.25 -65.30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02,248.70 11,346,671.20 -6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854,383.17 -23,841,709.7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61 1.76 减少1.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57 0.1029 -65.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85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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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21 66,556,270 66,556,270 无   

王雪玲 境内自然人 0.79 1,042,014   未知   

陈尔愈 境内自然人 0.64 850,000   未知   

SPDR Portfolio 

Emerging Markets ETF 
境外法人 0.49 647,400   未知 

  

GUOTAIJUNAN SECURITI

ES(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46 613,038   未知 

  

缪国庆 境内自然人 0.44 580,000   未知   

王文 境内自然人 0.38 497,309   未知   

黄春辉 境内自然人 0.35 462,882   未知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CLIENT 

ACCOUNT 

境外法人 0.34 453,862   未知 

  

宋伟铭 境内自然人 0.32 427,8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情况； 

2.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情况； 

3.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5,472.33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60.98%；实现营业利润

271.1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0.82%；实现利润总额 271.8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0.74%；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3.5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65.30%。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多地暴发疫情、出入境旅游业务仍然全面停滞的状态，公司按照董事会

要求，坚持以改革发展为导向，危中寻“机”，落实生产经营和深化改革工作“两手抓”，为旅游

业务全面复苏做好准备。 

一、明确目标，谋求高质量发展 

公司以建成“全国领先的文旅和会展综合服务商”为战略目标，以发展为导向，以数字化转

型为抓手，构建高效统一的业务和管理平台，创新商业模式和管理机制体制，从而激发内生动力

和活力，谋求锦江旅游高质量发展。公司分层分级全面深入开展访谈调研并广泛听取意见，在此

基础上，组织核心人员和业务骨干，聚焦重点难点，成立先期工作专班，酝酿研究锦江旅游深化

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举措，推进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 

二、积极应对，努力开展业务 

2022年 3月下旬至 5月末，因受上海市全域静态管理影响，公司所有旅游业务基本处于停滞

状态。居家办公期间，公司业务部门和所属企业保持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沟通、持续进行产品

研发及在线业务指导，做好随时复工复产的准备；各职能部门积极应对因疫情“封控”而造成的

暂时性困难，保证准时发放员工工资、持续跟踪员工健康状况和志愿服务情况、为员工配送生活

必需品、为业务部门提供财务支持等等，坚持做好后勤保障服务。 

报告期内，除全域静态管理期间外，上海市疫情时有零星散发，公司积极应对，努力开展业

务。 

（一）C端业务 

1、本地游 

由于春节期间多地实施“熔断”机制，跨省游业务受到较大影响。一季度所推产品主要集中

在以上海酒店、民宿自由行套餐为主的本地游市场。其中，推出的虹桥郁锦香大酒店、中信泰富

朱家角锦江酒店、东方美谷 JW万豪酒店、嘉定艺外葡源设计师民宿、川沙宿於民宿、崇明由由世

御别墅等产品，市场反响良好，成为销售主力。 

复工复产后，及时上线暑期市内及郊区“城市探秘”、“亲子休闲”产品。“City Walk”城

市微旅行产品聚焦“海派城市考古”主题，围绕“文化锦江”概念，主要针对“亲子”、中高阶

层白领和富裕高知人群客户，配备专业导游带队，对主题文化历史进行讲解；依托城市重塑规划，

以人文和历史为主线进行串联，创新“五大新城”、“人文教化”和“非遗传承”为主题的本地

游系列产品。 



2、跨省游 

根据国内各地防疫政策，围绕邮轮畅享、周边短途、户外体验、单身派对、节庆文化、城市

风貌、医美医疗等元素，细分产品主题。公司产品涵盖云南、海南、甘肃、宁夏、四川、福建等

地跨省游小包团线路及三亚、云南等地酒店自由行套餐。 

坚持“精选高端定制产品”研发策略。继续推广“新东方列车”项目，通过安排豪华旅游专

列、站点与景区短驳交通及景区 VIP 直通车等，逐个串连南北疆经典景区，省却长途旅游带来的

舟车劳顿，提供“移动酒店”高品质服务，以获取高净值客户。 

多措并举深挖资源潜力。公司与福建省泰宁县进行旅游市场推广合作，整合泰宁旅游资源，

穿点成线，打造“景点+酒店+特色产品销售”的新模式。 

3、研学业务 

报告期内，成功与多所中小学校签约，全线启动研学课程计划；与国内高校合作，研发具有

锦江特色的成人教育课程；针对“亲子”及校外活动设计了多套研学产品，以网络短视频作为营

销手段，扩大市场影响力。 

4、探索营销新渠道 

与锦江全球创新中心联手打造年度创新大赛，推出“种草”模式，激活年轻客群对于锦江旅

游品牌的关注度。不断加强品牌建设，梳理和优化原旅行社商号品牌和业务品牌，重新设计品牌

LOGO，制定 VI（视觉识别系统）规范使用标准，提升宣传和管理效能。 

开设 “锦江旅游情报局”等新媒体号，结合锦江旅游现有微信公众号和直播等线上营销宣传

活动，进一步推动客群向年轻化方向发展。尝试在各大在线平台，推广旅游资讯、酒店产品等服

务进行“吸粉”；通过小程序“锦游计”，以“高频”复购商品带动“低频”旅游产品，进行客

源引流，努力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 

充分利用集团优势资源与协同功能，在整合营销、路演场地及资源共享等方面加强与集团所

属企业的合作。 

（二）B端业务 

报告期内，通过本地“远程协作”，克服疫情“封控”困难，帮助客户在外省市完成了六百

余人次线上线下会议。同时，接待企事业商旅团体百余个，约七千余人次。 

公司积极孵化创新业务，主动与国内各地区的相关政府部门建立联系，通过了解当地文旅资

源与项目规划，寻求文旅项目运营管理的业务合作和对接。另外，主动联络文旅与酒店业内专业

人士，通过新媒体平台的视频内容制作和输出，传递分享专业理念与观点，显著提高行业关注度

和知名度。 

三、建设系统，加快数字化转型 

公司制订了旅游数字化转型方案和行动计划，分析调研旅游数据仓库所需的数据并初步形成

旅游数据指标体系。配合业务与财务系统融合和流程标准化建设，针对整体业务流程、组织架构

和管理要求等进行调研，启动了各业务系统的立项、建设工作。 

 

3.2 主营业务分析 

3.2.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4,723,343.51 140,247,793.03 -60.98 

营业成本 43,040,885.65 113,984,083.86 -62.24 

销售费用 30,057,944.31 31,508,499.36 -4.60 

管理费用 16,395,541.43 17,329,236.63 -5.39 

财务费用 -932,440.71 -586,518.41 不适用 

研发费用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54,383.17 -23,841,709.70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1,230.42 9,123,066.61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965.00 -88,965.00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期 54,723,343.51 元，上年同期 140,247,793.03 元，同比下降



60.98%，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旅游业务暂停经营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本期 43,040,885.65 元，上年同期 113,984,083.86 元，同比下降

62.24%，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旅游业务暂停经营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932,440.71元，上年同期-586,518.41元，同比减少 345,922.30

元，主要是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985.44 万元，上年同期-2,384.17

万元，比上年同期净额增加 1,398.73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118.12万元，上年同期 912.31万元，

比上年同期净额减少 1,030.43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8.90万元，上年同期-8.90万元，与

上年同期持平。  

 

收入和成本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2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出境旅游 29,730.00 409,954.51 -92.75 

入境旅游 3,528.00 946,159.75 -99.63 

国内旅游 5,767,697.80 31,563,759.95 -81.73 

票务业务 412,071.60 1,063,427.32 -61.25 

会奖等旅游业务 32,497,259.36 85,920,372.12 -62.18 

旅游及相关业务小计 38,710,286.76 119,903,673.65 -67.72 

其他业务 1,930,479.45 3,375,532.36 -42.81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40,640,766.21 123,279,206.01 -67.03 

房产业务收入 14,082,577.30 16,968,587.02 -17.01 

营业收入合计 54,723,343.51 140,247,793.03 -60.98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旅游及相

关业务 
38,710,286.76 35,420,844.59 8.50 -67.72 -66.31 

减少 3.81

个百分点 

其他业务 1,930,479.45 1,257,186.72 34.88 -42.81 -41.62 
减少 1.32

个百分点 

合计 40,640,766.21 36,678,031.31 9.75 -67.03 -65.81 
减少 3.22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中国大陆地区 40,637,238.21 -66.78 

除中国大陆外其他地区 3,528.00 -99.63 

合计 40,640,766.21 -67.03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情况 

说明 

旅游及相

关业务 

旅游垫付

成本等 
35,420,844.59 82.30 105,138,845.89 92.24 -66.31 

  

其他业务 
货运业务

成本 
1,257,186.72 2.92 2,153,450.94 1.89 -41.62 

  

合计   36,678,031.31 85.22 107,292,296.83 94.13 -65.81  

 

3.2.2其他 

（1）本期公司业务类型、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持有可上市流通股票取得的股利收入 3,903.2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19.47万元。 

 

3.3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3.3.1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年期末数 

上年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年期

末变动比例

（%） 

应收账款 29,727,798.89 2.81 52,389,897.80 5.08 -43.26 

预付款项 11,127,579.65 1.05 23,551,216.69 2.28 -52.75 

其他应收款 44,152,285.65 4.17 3,709,383.52 0.36 1,090.29 

存货 189,346.77 0.02 342,948.79 0.03 -44.79 

其他流动资产 379,710.75 0.04 1,471,439.41 0.14 -74.19 

在建工程 1,067,849.79 0.10 599,453.56 0.06 78.14 

使用权资产 178,165.51 0.02 260,395.75 0.03 -31.5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96,797.14 0.25 6,873,924.75 0.67 -60.77 

应交税费 4,622,145.56 0.44 6,708,932.89 0.65 -31.10 

租赁负债 - - 88,257.78 0.01 不适用 

其他综合收益 (损

失) 

12,090,284.83 1.14 -23,442,010.00 -2.27 不适用 

少数股东权益 -5,691,837.86 -0.54 -3,322,131.36 -0.32 不适用 

资产及负债状况变化的原因说明： 

(1) 应收账款 

    本期末 29,727,798.89 元，上期末 52,389,897.80 元。下降 43.26%，主要是收回应收账款所

致。 

(2) 预付款项 

本期末 11,127,579.65 元，上期末 23,551,216.69元，下降 52.75%，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旅



游业务暂停经营，预付款项减少所致。 

(3) 其他应收款 

本期末 44,152,285.65 元，上期末 3,709,383.52 元，增长 1,090.29%，主要是应收股利增加

所致。 

(4) 存货 

    本期末 189,346.77元，上期末 342,948.79元，下降 44.79%，主要是原材料消耗所致。 

(5) 其他流动资产 

    本期末 379,710.75元，上期末 1,471,439.41 元，下降 74.19%，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额减少

所致。 

(6) 在建工程 

本期末 1,067,849.79 元，上期末 599,453.56 元，增长 78.14%，主要是新增软件开发工程项

目所致。 

(7) 使用权资产 

本期末 178,165.51元，上期末 260,395.75元，下降 31.58%，主要是计提折旧所致。 

(8)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本期末 2,696,797.14 元，上期末 6,873,924.75 元，下降 60.77%，主要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9) 应交税费 

本期末 4,622,145.56 元，上期末 6,708,932.89 元，下降 31.10%，主要是缴纳税金所致。 

(10) 租赁负债 

本期末 0元，上期末 88,257.78元，减少 88,257.78 元，主要是按期支付租金所致。 

(11) 其他综合收益（损失） 

本期末 12,090,284.83 元，上期末-23,442,010.00元，增加 35,532,294.83元，主要是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12) 少数股东权益 

本期末-5,691,837.86 元，上期末-3,322,131.36 元，减少 2,369,706.50 元，主要是控股子

公司亏损所致。 

 

3.3.2其他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变化率

（%） 

营业收入 54,723,343.51 140,247,793.03 -60.98 

营业成本 43,040,885.65 113,984,083.86 -62.24 

财务费用 -932,440.71 -586,518.41 不适用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248,771.51 369,644.87 不适用 

所得税费用 352,833.99 808,691.81 -56.37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 -2,369,706.50 -339,367.81 不适用 

利润表项目的变化原因说明： 

(1) 营业收入 

    本期 54,723,343.51 元，上年同期 140,247,793.03 元，同比下降 60.98%，主要是受疫情影

响，旅游业务暂停经营所致。 

(2) 营业成本 

    本期 43,040,885.65 元，上年同期 113,984,083.86 元，同比下降 62.24%，主要是受疫情影

响，旅游业务暂停经营所致。 

(3) 财务费用 

本期-932,440.71 元，上年同期-586,518.41 元，同比减少 345,922.30元，主要是汇兑收益

增加所致。 



(4)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本期-2,248,771.51 元，上年同期 369,644.87 元，同比减少 2,618,416.38 元，主要是联营

企业经营亏损所致。 

(5) 所得税费用 

本期 352,833.99 元，上年同期 808,691.81元，同比下降 56.37%，主要是应纳税所得额减少

所致。 

(6)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 

本期-2,369,706.50 元，上年同期-339,367.81 元，同比减少 2,030,338.69 元，主要是控股

子公司经营亏损同比增加所致。 

 

3.4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品牌优势。公司拥有“锦江旅游”等品牌，公司下属旅行社上海国旅、锦旅控股被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评定为首批“5A 级旅行社”。为实现品牌统一管理，锦旅控股整合了上海国旅、上

旅、华亭海外的业务资源，依托各家旅行社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拥有一批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  

2、规模优势。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历年来在全国百强旅行社评比中均名列前茅，市场影响力较

大、信用度较高。 

3、资源优势。公司管理制度健全，经营运作规范，旅游产品不断丰富，操作手段不断成熟，

一线接待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客源基础充实，拥有一批素质较高的专业人才队伍和国内外供应商。 

4、集团优势。公司依托锦江国际集团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同行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

位。集团在多次“中国旅游集团 20强”排名中名列前茅。 

 

3.5  投资状况分析 

3.5.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 2022年半年报全文附注“（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17长期股权投资”、“（十七）

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5长期股权投资”。 

 

3.5.2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3.5.3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3.5.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代码 
公司

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期初

持股

比例

（%） 

期末

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 

损益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股份来源 

601328 
交 通

银行 
347,184,719.86 <1 <1 398,400,059.76 28,400,004.26 16,796,169.46 

原持有社会法人股、

增配股、二级市场购

入 

601988 
中 国

银行 
192,284,887.46 <1 <1 156,840,882.00 10,632,464.70 18,964,248.37 二级市场购入 

  宝 鼎 57,508.00 <1 <1 970,000.00 - -228,123.00 原持有社会法人股 



投资 

合计 539,527,115.32 / / 556,210,941.76 39,032,468.96 35,532,294.83 / 

注：公司对所持有的上海宝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鼎投资）股份，原按成本计量，

现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以公允价值计量。 

 

3.6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3.6.1主要子公司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 

名称 
行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上海国旅(注) 服务业 旅游业务 20,000,000.00 43,168,399.36 -8,912,770.60 -3,958,979.54 

锦旅控股 服务业 旅游业务 24,990,000.00 74,990,052.05 -180,602,863.29 -23,010,962.33 

上旅 服务业 旅游业务 2,000,000.00 142,711.64 -6,975,273.69 -123,902.03 

华亭海外 服务业 旅游业务 10,830,738.58 1,880,492.90 -2,665,615.90 45,338.94 

上海国之旅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业 

物业管理

及室内装

潢 

1,000,000.00 19,429,356.61 5,850,765.54 -91,480.45 

上海国之旅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 

服务业 货运代理 5,000,000.00 3,072,031.05 -699,970.82 -258,218.03 

上海国之旅导游

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业 

导游相关

业务 
100,000.00 649,118.89 517,285.98 -590.49 

上海国旅广告公

司 
服务业 

旅游广告

业务 
600,000.00 873,845.11 662,002.31 -54,028.99 

上海锦江出入境

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业 

出入境相

关业务 
1,000,000.00 3,068,075.77 1,556,342.88 18,960.85 

北京锦江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服务业 旅游业务 4,000,000.00 20,760,017.39 -633,491.12 -340,361.82 

浙江锦旅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服务业 旅游业务 5,000,000.00 821,343.32 -148,699.87 0.00 

上海锦江国际绿

色假期旅游有限

公司 

服务业 旅游业务 6,000,000.00 823,996.84 -10,230,685.26 -735,703.80 

注：为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质量和效益，公司对旅行社业务进行改革，

统一以“锦江旅游”品牌对外经营，同时保留原各家旅行社品牌名称。自 2016 年 9月开始，上海

国旅的出境游和国内游等公民游业务整合到锦旅控股。 

 

3.6.2 参股企业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参股公司 

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收

入变化

率（%） 

营业利润 

营业利

润变化

率（%） 

净利润 

净利润

变化率

（%） 

变化原因

说明 

上海锦江

商旅汽车

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129,807,173.99 -5.87 -11,326,877.39 不适用 -11,261,824.78 不适用 

营 业 收 入

下降，主要

是 受 疫 情

影响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