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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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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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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股份 股票代码 00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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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宁 孙阳泽 

办公地址 
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 760 号丽江玉

龙旅游大楼 

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 760 号丽江玉

龙旅游大楼 

电话 0888-5105981 0888-5306320 

电子信箱 ljyn@vip.sina.com bibo51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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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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02,351,327.97 94,640,598.06 11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55,655.76 -24,119,584.59 14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137,793.42 -25,745,159.91 14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3,310.95 -56,266,494.48 100.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3 -0.0439 141.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3 -0.0439 14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0.95%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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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6,338,155.38 2,836,940,274.42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59,740,551.78 2,559,605,759.22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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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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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玉龙雪

山旅游开发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5.73% 86,438,390    

华邦生命健

康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6% 78,370,500  质押 78,37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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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投资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9.20% 50,563,500    

丽江市玉龙

雪山景区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81% 31,902,745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

精选灵活配

置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29% 12,581,304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

新蓝筹灵活

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5% 7,394,942    

丽江摩西风

情园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6,311,422    

瞿启云 境内自然人 0.66% 3,609,782    

郴州中地行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0% 3,304,922    

广东德汇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德汇

尊享九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0% 2,184,9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根据雪山管委会的《情况说明》，华邦健康及张松山先生可有效控制雪山公司所持公司 

15.73%的股份投票权，雪山公司、华邦健康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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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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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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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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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经营概况及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业运营，但因受国内局部地区及国外疫情的影响，游客接待量未能全面恢复。报

告期内，公司三条索道共计接待游客 134.33 万人次,同比增加 106.12%，其中，玉龙雪山索道接待游客 89.10 万人次，同比

增加 72.22%；云杉坪索道接待游客 42.34 万人次，同比增加 259.93%；牦牛坪索道接待游客 2.89 万人次，同比增加 73.02%。

丽江和府酒店有限公司（含洲际酒店、英迪格酒店、古城丽世酒店、5596 商业街）实现营业收入 4,211.36 万元，同比增加

124.09％，实现净利润-1,087.65 万元，亏损金额比上年减少 1,083.69 万元。印象丽江共计演出 227 场，共计接待游客 33.34

万人次，同比增加 164.65%，实现营业收入 3,189.20 万元，同比增加 154.86%。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0,235.13

万元，同比增长 113.81%；实现营业利润 2,901.20 万元，同比增长 218.53%；实现利润总额 2,546.98 万元，同比增长 203.1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5.57 万元，同比增长 141.69%，基本每股收益 0.0183 元，同比增长 141.69%。业绩

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 1 月 25 日起公司各项业务相继暂停运营。2020 年 2 月 20 日起，

根据疫情防控的总体情况，以及政府及主管部门的要求，结合经营类型和性质，分批次积极稳妥地有序恢复游客接待工作，

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业务全部恢复营业。本报告期，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业运营，但因受国内局部地区及国外疫情的

影响，游客接待量未能全面恢复。二是迪庆月光城英迪格酒店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营业，产生开办费等一次性摊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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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报告期业绩。 

（二）其他说明 

   2021 年 8 月 5 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向各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省旅游协会及省旅行社协会印发《关于暂停开展跨省

旅游活动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2021年 8月 5 日起，云南省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待省内中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

区后，再恢复跨省旅游活动。暂停跨省旅游对公司游客接待影响较大，如果短期内不能恢复，将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和献中 

202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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