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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4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公告编号：2020-056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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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提出异议。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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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控股 股票代码 0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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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定全 吴旻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电话 (020)86662791 (020)86662791 

电子信箱 gzlnholdings@126.com gzlnholdings@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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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12,374,169.80 3,673,609,967.92 -7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425,603.94 180,414,661.81 -17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8,071,966.50 98,566,146.90 -25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7,435,855.01 105,916,829.62 -541.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7 -174.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7 -174.07%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3% 6.81%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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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6,311,664.29 4,768,825,250.29 -2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70,343,702.24 2,669,713,000.70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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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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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89% 300,842,302 0 - -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97% 100,301,686 0 - -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3% 86,678,978 0 - -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2% 20,900,205 0 - -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 13,537,906 0 - -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88% 12,599,000 0 - - 

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6,106,240 0 - - 

利来金 境内自然人 0.30% 2,011,914 0 - - 

徐亚春 境内自然人 0.19% 1,270,000 0 - - 

帅武东 境内自然人 0.18% 1,199,3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为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知有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股东利来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1,550,214 股，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公司 461,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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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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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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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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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受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根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通知及广东

省、广州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公司的商旅出行业务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

酒店”旅游产品，其中，国内旅游团组于1月24日起停止发团，出境旅游团组于1月27日起停

止发团。此外，公司的住宿（酒店）业务也由于疫情因素导致商旅客户出行、大型商务活动、

餐饮服务暂时受到限制及依据政策减免部分租户租金等原因，使营业收入有所下降。综合上

述因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237.4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7.8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36,42.5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5.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807.2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0.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46,743.5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41.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47,034.37

万元，比上年期末下降7.47%。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一方面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护工作的基础上，严控成本费用，加强员工培训，继续聚焦业务、

流程、模式创新；另一方面，重塑业务盈利模式，优化产业融合，拓展线上外卖产品策划推

广，开拓新的营收增长点，积极落实 “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各项主业恢复运营，并为疫后

提升市场份额、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一）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推动主业重启复苏 

商旅出行业方面，全面重启并深度优化省内游业务。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3月27日发

布的《关于我省部分地级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试点恢复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及5月16日发

布的《关于进一步开放文化和旅游市场经营活动的通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

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旅”）已陆续重启广东省内的团队旅游经营活动，

紧扣“后疫情时代”对健康出游的需求，全面升级省内游产品，整合景区、大交通、酒店等

供应商资源及客源渠道，并首次将全维度服务评价体系应用在省内游产品中，推出“飞的叹

氧梅州行”等高品质省内团，深层次撬动出游需求。独家策划疫后首个省内游航空团，重启

省内游后组织省内游散客人数约3.9万人次。报告期内，广之旅实现营业收入60,837.5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0.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717.6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37.90%。 

此外，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7月14日印发的《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关事

项的通知》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7月19日下发的《关于推进旅行社组织跨省游等有关事项的

通知》，广之旅已于7月19日重启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目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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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中、高风险地区外，广之旅的国内旅游组团业务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业务已全面恢

复运营，但出入境旅游组团业务尚未恢复运营。 

住宿业方面，品牌管理业务加速拓展，度假型酒店复苏明显。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岭

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酒店”）以粤港澳大湾区及“9+2”核心城市为主

要布局区域，以“岭南东方”、“岭居创享公寓”、“岭南花园”为重点品牌推动拓展，报

告期内成功签约管理项目共12个，增加客房约3,200间。另一方面，在防疫进入常态化后，把

握“健康”关键要素，发挥管理项目酒店“大自然”“低密度”“高标准”“配套优”等优

势，推出“安心连住”、近郊踏青游、无接触等服务。五一、端午等假期及周末期间，管理

项目南沙花园酒店、蓝山源岭南东方温泉酒店、美的鹭湖花园酒店等度假型酒店的入住率持

续爆满，公司旗下的度假型酒店于6月实现营收较去年同期已恢复至约90%；中高端服务式公

寓品牌“岭居创享公寓”保持收益稳健，疫情期间平均入住率超过七成。报告期内，岭南酒

店实现营业收入3,710.1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9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7.4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0.98%。 

三家自有产权酒店在报告期内因疫情导致商旅客户出行、大型商务活动、餐饮服务暂时

受到限制及依据政策减免部分租户租金等因素影响，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有所下降。其中，广

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56.8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9.15%，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03.0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5.97%。东方宾馆分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16.7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7.8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295.6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79.34%。中国大酒店实现营业收入4,643.2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2.1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60.8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55.27%。为应对疫情影

响，三家自有产权酒店加强营销创新，新增线上外卖业务，积极拓展业务新品类，打造“东

方秘制黑椒烧鸭”、“吊烧琵琶鸡”等爆款单品，取得良好效果；同时，结合市场需求持续

推进品牌提升项目，一批新的酒店客房、餐厅、酒吧等产品陆续投入使用，为防疫进入常态

化后的经营复苏增长积蓄动力。 

汽车服务业持续保持稳健。报告期内，广州市东方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基本保持稳健，实

现营业收入为1,050.1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93%；受车辆资产处置及严控成本费用等影

响，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4.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6%。 

（二）推进产业融合，深化全国布局发展 

聚焦供给侧改革，以跨界融合助力疫后新供给。公司与亿航智能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建立战略合作，共同构建“空中立体交通（UAM）+泛旅游生态圈”产业模式，携手打造智慧

旅游新生态和空中立体交通行业应用典范。探索创新校企产融合作模式，与广东外语外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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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开展项目共建、旅游服务、酒店管理、景区运营、商业会展、人才培育、学科建设、科学

研究、智库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电竞旅游产业布局，实现产学研成果转化

价值。 

深耕产业链和品牌定位，持续深化战略布局。商旅出行业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各分支机

构、各区域运营中心的发展定位，持续优化调整全国性的管理架构和管理系统；同时，继续

推进全国布局战略，深耕产业链，积极探索目的地服务平台建设和资源掌控。住宿业方面，

围绕九个核心品牌，持续优化品牌产品服务标准，聚焦重点品牌、业主、区域布局，点线面

结合连锁布局增强影响力，上半年已成功签约12个管理项目，进一步夯实公司住宿业在粤港

澳大湾区的布局深度，并开始向华东、海峡西岸等区域延伸。  

（三）加速大旅游产业中台建设，创新营销模式见成效 

挖掘数据资产价值，打通大旅游产业的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商旅出行业加快信息技术

迭代升级，住宿业以平台化架构提供系统性数据，打造共享高效数据系统，实现业内协同并

支持营销、渠道、支付和消费体验等运营功能，以平台化架构提供系统精准完整数据，挖掘

价值全面支持营销、渠道、支付和消费体验等运营功能。  

线上线下营销互动，创新打造跨界零售模式。参与“花城盛惠，快乐广购”、“五一放

价，岭南有约”、“首届广州直播节”等多项主题活动，整合资源开拓线上直播带货与产品

预售，打造直播带货的营销新模式，在做好市场恢复期预热的同时，增加品牌曝光度；商旅

出行业上线“易起购”本地生活频道创造交易额约300多万元；以“安心游，放心住”为主题，

与飞猪、抖音等合作策划直播，前置策划、预热传播曝光量34万次，直播吸引流量30万人次；

配合广州市文旅局组织省内游客近千人参加“广州欢迎你”活动，业务重启以来获媒体新闻

报道超过300条，保持行业引领和高质量传播。 

（四）严格控制成本费用，保持现金流稳健 

疫情发生后，公司迅速落实降费控本措施，全力降低能耗和固定成本，动态监控设施设

备能耗管控，精细梳理运营费用。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76.33%，销售、

管理、财务三大费用合计比上年同期下降39.88%。同时，公司通过弹性工作、共享员工等措

施优化用工安排，灵活合理调整薪酬政策，加强全员学习培训，强化团队素质，提升队伍能

力，强化现金流滚动预测，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和存货的清理，保持现金流稳健，为公司在

疫情期间的持续稳定经营及疫后的扩张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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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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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根据上述

财会[2017]22号文件的要求，自2020年1月1日起，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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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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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凌峰  

 

                                                     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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