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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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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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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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旅游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61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梦蕾

梦蕾

办公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 27 号旅游大厦 7 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 27 号旅游大厦 7
层
层

传真

029-82065500

029-82065500

电话

029-82065555

029-82065555

电子信箱

menglei@000610.com

menglei@00061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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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不移努力发挥上市公司资本平台作用，充分发挥不同类型合作者的专业特长，积极拓展资金、信息、
技术平台和空间。努力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多元化，多主业发展格局，跳出城墙思维，走出去、引进来，在共享理念下打通
全方位开放西旅路径。
报告期内，公司酒店板块一方面积极与成熟有质量的精品、民宿酒店群、商务型酒店群或星级酒店寻求合作机会；另一
方面“深耕细作”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经营品质，为传统主业的复苏夯实基础。不断推动公司酒店由低端向高品质转变，实
现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规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旅行社板块努力增强资源掌控能力，“旅游+”形成特色个性化优势。西安中旅、西安海外两社共推出 3000
余条线路，自有线路增加 59.89%，确定了 220 多个旅游目的地和 330 余家供应商，丰富和增强了线路的专有性和独特性，
有效聚集了品质客户。同时，加力分销系统改造和业务体引入，截止披露日，门店总数已超过 200 家。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胜利饭店项目：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胜利饭店建设项目施工方为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截止披露日，
项目各项建设工作正常推进中。
秦岭奥莱小镇项目： B 地块 60 亩土地完成《土地出让合同》的签署，项目用地储备进一步增加。
渭水园生态颐养小镇项目：5 月 23 日公司与浙江蓝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原则，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共同开发集文化、旅游、颐养等于一体的渭水园生态颐养小镇项目。目前，为实现合作双方正努
力推进相关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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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729,728,210.47

800,363,647.21

-8.83%

760,402,74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62,306.89

10,713,273.66

-273.26%

10,824,90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822,673.37

-41,709,682.69

-5.07%

-28,907,730.00

-140,590,500.75

-50,316,849.26

-179.41%

-110,460,13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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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4

0.0453

-273.07%

0.04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4

0.0453

-273.07%

0.04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

1.35%

-3.70%

1.49%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1,402,923,151.48

1,381,848,345.35

1.53%

1,156,989,665.21

775,791,728.13

800,684,924.26

-3.11%

786,683,150.6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19,387,918.06

192,977,290.19

226,154,190.96

191,208,81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34,196.11

-2,633,061.98

-4,556,631.19

-6,738,41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71,508.10

-4,700,075.60

-10,577,241.17

-19,273,848.50

-67,527,151.70

-114,273,091.20

-153,155,998.72

-140,590,50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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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2,021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2,56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国有法人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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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9%

64,602,145

0

4.27%

10,118,272

0 质押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信托云霞 9 期集合资 其他
金信托计划

2.45%

5,797,079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鑫信托·价值回报 37 号
其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25%

2,954,600

0

西安江洋商贸公司

1.18%

2,786,877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鑫信托·华鹏 79 号集合 其他
资金信托计划

1.08%

2,545,061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华鑫信托·华昇 81 号集合

1.02%

2,418,100

0

赛石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数量

10,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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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信托计划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鑫信托·华昇 66 号集合 其他
资金信托计划

0.98%

2,310,489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润之信 16 期集合资金信 其他
托计划

0.89%

2,104,500

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众泰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其他
划

0.86%

2,036,27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未知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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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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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随着“大西安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和旅游环境正在大幅改善，城市活力有效提升，市场需求潜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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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内酒店行业的发展随着 OTA 的崛起、数字化技术发展和消费升级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市场不断呈现出新的业态，业界
也在不断寻找新的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资本运作、项目带动作用，努力突破发展瓶颈，继续深化改革创新，以管理促经营，加快传统
酒店、旅行社转型升级。
1、重点项目
在严格监控工程进度的同时，以高标准招商吸引高质量合作伙伴，对秦岭奥莱小镇项目、胜利饭店项目、渭水园医养健
康城项目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努力通过多种合作方式，打通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通道，让资源能够迅速、直接、
有效地渗透到项目中，推动存量资产的价值提升。
2、酒店业务
针对酒店、旅行社长期整体亏损局面，公司及时调整发展模式，找准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开启了管理转型、品质转型、
服务转型的产业升级之路。通过狠抓运营质量，推动传统主业板块快速转型升级。一方面调整酒管公司职能，针对外部单体
酒店，以管理输出、品牌输出提升整体品牌认可度；发挥关中大院硬件优势，进一步丰富酒店产品的类型；解放饭店通过打
造火车站第二候车室，充分发挥新装修多功能会议室作用，接待品质型会议、团队400多个，实现收入426.9万元, 会议收入
同比增长13.27%；关中客栈向“散客型”酒店转变，平均周转、房价分别较上年提高7.6%和17元；上林宫酒店依托秦岭生
态环境优势，通过与婚庆、拓展、影视剧组等的合作，拓宽了营销渠道，较上年累计增收175万元。另一方面，加快向中高
端、特色、主题型酒店转型，争取与成熟的酒店管理公司、高品质酒店合作，改善经营结构，告别低端形象。
3、旅行社业务
旅行社板块在发挥规模优势的同时，不断创新经营模式，细化市场定位，突出自身特色，提高中高端业务比重，扩大市
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同时，紧跟共享经济、跨界融合的发展趋势，以线下业务推动线上业务的拓展，围绕“批发+零售”全产
业链，开启“线上销售+线下服务”新模式，进一步拓宽旅游发展新空间。
西安中旅积极探索旅游目的地及沿线景区、酒店、旅行社及线上服务项目，设立西北首家游轮旗舰体验店，独家推出的
“观环秦岭公路自行车赛游商洛”产品，主导的8个西旅惠民日，打造了契合消费趋势的共享经济圈，得到了市旅游局等政
府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四个一批”旅游志愿服务先锋项目，提升了企业的影响力。西安海外以
“小海带您去旅游”提升品牌形象，增设欧洲中心，江西、华东、内蒙、贵州专线，强化和扩展了产品深度和广度，创出了
“柠檬研学”等国内外名校研学品牌，暑期出境研学增收384万，是上年的1.96倍，日本、俄罗斯中高端线路收客量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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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26%、135%。全年，两社累计接待旅客26万人次，实现收入6.72亿元。
4、线上业务改变经营增长方式。
公司以网络营销推动假日经济，累计开展“西旅迎春，鸡年大吉”等主题营销活动26个，七个假期实现收入5366.16万
元，同比增幅5.85%，接待人次4.75万，同比增幅18.7%；粉丝关注量增长十倍，超过1万人。
5、精细化管理提升经营品质。
公司加大对经营过程的监督管理，从五个方面细化月度绩效考核，各经营单位细化各项服务措施，进一步提高了规范化
的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促进了内外环境卫生、仪容仪表、文明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
6、安全工作为运营保驾护航。
公司积极开展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强化现场监督治理力度，有效提高了各
单位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技能。累计投入安全资金110多万元，下发安全文件80余份，编制和修订《应急预案》6类，制定安
全管理办法2种，推送安全微信6000余条，举办培训和演练39次，开展检查338次，发现和整改隐患150个，全年，公司未发
生重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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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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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2,927.56 万元，减幅 273.26%。主要原因系同比投资收益减少、资产处
置收益减少、营业外支出增加影响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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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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公司修改了财务
报表列报，将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单独列报，
即将 2017 年 1 月 1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
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对公司的 2017 年三季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准则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的要求，公司
自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核算。该政策对公司2017年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要求，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
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的列报产生影响，不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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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谢平伟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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