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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安旅游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61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梦蕾

梦蕾

电话

029-82065529

029-82065529

传真

029-82065500

029-82065500

电子信箱

menglei@000610.com

menglei@000610.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3 年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98,860,138.17 671,029,574.77 671,029,57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0,861,817.54

8,570,156.65

调整后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4.15% 851,729,863.12 851,729,863.12

8,570,156.65

-343.42% 21,122,407.70 21,122,40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27,711,471.46 -25,612,552.80 -25,612,552.80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19% 24,269,586.76 24,269,58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94.38% 73,157,480.26 73,157,480.26

-718,605.32 -12,776,103.33 -12,776,10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0

0.0436

0.0436

-343.12%

0.1074

0.1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0

0.0436

0.0436

-343.12%

0.1074

0.1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6%

1.86%

1.86%

-6.52%

4.73%

4.73%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2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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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76,615,171.18 642,781,461.15 642,781,461.15

-10.29% 628,454,368.16 628,454,36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435,448,244.57 462,200,084.70 462,200,084.70

-5.79% 457,564,886.07 457,564,886.07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60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
普通股股东总数

24,24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西安旅游集团有
国有法人
限责任公司

持股数量

32.23%

63,419,900

深圳平安大华汇
通财富－平安银
行－平安汇通创 其他
富 6 号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7.85%

15,447,353

西安江洋商贸公 境内非国有法
司
人

2.12%

4,176,057

李永鹏

0.99%

1,939,101

招商证券股份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0.80%

1,580,000

王鑫

0.72%

1,414,50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睿金－
其他
汇赢通 19 号单
一资金信托

0.66%

1,300,000

庞筠

0.54%

1,062,698

西安长流投资管 境内非国有法
理有限合伙企业 人

0.41%

800,838

潘炳国

0.38%

744,108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上述股东中，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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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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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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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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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公司所处的行业市场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持续增加，消费能力也不断加强，居民观念逐步转变，
休闲、旅游、探亲等活动增加，外出旅游人次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商务环境趋于宽松，中小企业数量迅
速增加使得跨地区及过夜商务出行日益频繁。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商务活动的增加有
效带动了酒店行业的消费需求，行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
西安市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旅游城市，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秀美的
自然风貌，使西安的旅游资源在全国名列前茅。根据西安市旅游局公布的最新年度数据，2013年接待海内
外游客首次突破1亿人次，达到1.013亿人次，同比增长27%，实现旅游业总收入811亿元，同比增长24%。
西安2014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8.5%。旅游总收入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7.1%。随
着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做大做强旅游产业的力度不断加大，优质而丰富的旅游资源将为西安市旅游业带来
新一轮的快速发展，也必将为西安市的酒店业、饮食业、娱乐业等行业带来巨大的机遇。
（2）公司发展战略
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抢抓国家实施新丝绸之路发展战略重大机遇，顺
应经济新常态，促进公司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极开展资本运作和项目并购，增大股本、提升市值，增
强企业盈利能力；探索旅游景区+商业+地产等复合型业态，尝试进军控股联营商业、智慧型旅游养老基地、
物业管理服务和劳务输出等新业务领域，发挥"西安旅游"品牌效应，进军旅游全要素，打造旅游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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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3）对经营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及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1、市场环境对公司经营工作的影响
目前西安市旅游行业行业处在充分竞争的阶段。旅游局统计表明，西安市各档次酒店数量不断增加，
酒店盈利能力的提升受到影响。除经济、政治因素外，地震、异常恶劣气候等自然因素都会导致旅游需求
下降或旅游者改变目的地，从而对西安市酒店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政府性的
会议大幅缩减，影响旅游及酒店业务营收。
对策：认真分析市场环境的变化、客源结构的变化，从营销宣传、内部管理、服务提升等多方面，采
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结构调整带来的经营模式的新变化，完善内部各项管理制度，提升服务品质，
深挖公司产品的文化内涵，加大客源市场的拓展力度，强化成本费用的管控，促进主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提
升。
2、竞争加剧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旅游服务业中，酒店行业连锁化、品牌化的发展迅猛，加之中档、文化主题酒店的崛起，市场
竞争加剧，同时旅行社市场的激烈竞争及传统的经营模式，加之自驾游规模的迅速扩大，对公司酒店、旅
游业务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策：针对目前的市场环境及公司主业实际，公司酒店业将主打"西安旅游-关中客栈"品牌，"关中客栈
"定位为具有显著关中特色文化的主题酒店，依托陕西省、西安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实现住店旅客"白天尽
览汉唐遗迹，晚上尽享关中文化"的需求。精心打造公司自有的文化主题连锁品牌酒店，同时通过多种方
式，兼并、重组成熟的酒店管理公司，扩大公司酒店主业的规模，使酒店业务的盈利能力走上持续快速发
展轨道。旅行社业务通过完善内部管理，加大产品设计开发力度，强化对资源的掌控力度等措施，提升经
营收益，同时以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扩大旅行社规模，实现规模效应。
（4）2015年度经营计划、经营目标及采取的经营措施
经营计划及措施：
1、积极开展资本运营和并购业务，寻求适合旅游业发展趋势的新项目和新业态，积极实施项目带动
战略。
2、加大人才培训和储备。深化目标量化管理，严格执行绩效考核，建立常态化的人才储备、培养机
制，为公司向新业态领域迈进做好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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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挥上市公司融资能力，激活企业资产优势，从传统型酒店向舒适型、体验型、蕴含地方文化的
精品主题酒店转型，实现规模化、连锁化经营。努力寻找市场机会，积极扩展"关中客栈"酒店数量，总结
推广成熟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对所属酒店实施标准化、专业化管理，提升酒店板块的经营业绩。
4、加大老旧酒店更新改造力度，恢复、提升品牌优势。公司将积极拓展资金融资渠道，对部分酒店
重新改造装修，改变公司所属酒店老旧的面貌，提升入住率和平均房价，提高盈利能力。
5、强化服务质量管理。完善现有的管理制度和奖惩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的服
务体系，在客户中树立良好的口碑。
6、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加快专业化管理团队建设。以"关中客栈管理分公司"为基础，对酒店业务
全面推行专业化管理，并实施以专业化管理促进人才培养的计划，坚持以"向项目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
向专业化管理团队要效益"的理念，进一步提升酒店业务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加快专业化管理团队建设，
以适应市场化竞争。
7、加快信息化建设，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线上交易需求。加大公司涵盖"吃、住、行、游、购、娱"
旅游六要素的专业化网站"西安旅游石榴网"的建设步伐，实现自有的旅游产品网上交易平台。
8、完善旅行社业务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约束激励机制，重点开发休闲游、度假游等中高端团队
客户，改变主要靠低价竞争的经营模式，提升盈利能力。
9、合理扩张营业网点，在充分市场调研基础上，力争在省内游客市场基础较好的城市开设营业网点，
进一步拓展业务规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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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1）本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经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
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同时在本财务报表中采用财政
部于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及《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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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和《企业产品
成本核算制度（试行）》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起将原在销售费用项目列报的酒店业各营业
部门（包括酒店客房和酒店餐饮部门）的职工薪酬等与酒店客房、酒店餐饮直接相关的费用调整至营业成
本核算。
(2)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影响金额

备 注

2013 年12 月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付职工薪酬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7,384,360.75
7,384,360.75
-1,600,000.00
1,600,000.00

2013年度利润表项目
主营业务成本
销售费用

51,780,537.24
-51,780,5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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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1) 出售股权而减少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根 据 本 公 司 与 西 安 饮 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于 2013 年11 月25 日 签订 的 《 产 权 转 让 合 同 》 ， 本 公 司以
92,817,900.00元将所持有的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
于2013年12月12日收到该项股权转让款92,817,900.00元，并于2013年12月18日完成了相关产权变更手续，
故自2013年12月19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 因其他原因减少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期清算注销了北海鼎盛长安酒店有限公司，并已于2013年6月19日办理了税务注销登记,于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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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0日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故自2013年7月20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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