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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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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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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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70,208,59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9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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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0)86662791 (020)86662791 

电话 (020)86662791 (020)8666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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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商旅出行、住宿、会展、景区、汽车服务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集团。

公司致力于以创新发展和资本运作打造全球旅游目的地资源、会议会展资源、旅游交通资源、

合作伙伴资源、线上线下融合共享的泛旅游生态圈，发展成为信任度高、满意度佳的，全国

前列、国际知名的，具有产业引领性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综合商旅品牌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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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旗下业务构成主要包括商旅出行、住宿、会展、景区及汽车服务等业务，形

成了覆盖旅行社、酒店、餐饮、会展、景区、旅游交通、旅游手信的完整旅游产业链。 

1、商旅出行业 

公司商旅出行业务的核心企业是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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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之旅是国内旅行社行业的领前企业，主要经营出境游、国内游、

入境游、旅游电子商务、会展、景区运营管理等业务，以及酒店住宿、景区门票、航空票务

等代理预定服务，具备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广之旅定位于中高端市场，致力于打造全球卓越

综合旅游服务商。 

报告期内，广之旅再次获评“2019年度中国旅行社品牌20强”、“2019年度出境游旅行

社10强”，荣获中国质量协会颁发“全国优质服务”大奖，荣获2018中国广东旅游总评榜年

度最受欢迎旅行社，首次登上“广州文化企业50强”榜单，全维度服务评价体系项目荣获第

三届全国优质服务大赛“优质服务项目”奖。广之旅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易起行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易起行公司”）通过国家科技部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成为广东省2019

年第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19年2月，构建以厦门为口岸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域运营中心，成立广之旅厦门分公司（以

下简称“厦门广之旅”）；为进一步深耕华东市场，2019年5月，广之旅华东运营中心在上海

投入运营；广之旅于2019年5月收购四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界国旅”）

51%的股权，成立西南运营中心。至此，广之旅基本完成覆盖全国的多市场组团、多口岸出发、

多签证中心的网络布局，具备向国内客源市场提供全球化、一体式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线上销售网络方面，广之旅自主开发运营的“行走网”与 “易起行”智慧旅游平台双网

赋能，形成资源端与销售端共同发力的B2B2C模式，并结合官方网站、微商城以及第三方OTA

销售渠道布局，与全国性的线下渠道网络共同构建了完整的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销售体系。     

2、住宿业 

公司住宿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企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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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酒店是国内领前的住宿业品牌服务运营商，管理规模连续6年位列中

国饭店集团60强。岭南酒店致力于成为集旅游、休闲、商务于一体的高品质全住宿综合运营

商，专注于中国最具客源输送力和宾客满意度、具有投融资价值的酒店集团建设，深度融合

本土文化与国际化管理理念，以领前的运营标准与模式，巩固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

著名民族酒店品牌。 

公司的住宿业主要从事酒店管理业务和酒店经营业务。酒店管理业务的商业模式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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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管理的酒店项目输出品牌标准、中央预订、客源推送等运营管理服务，从管理项目中收

取相应的费用以获得收入利润。酒店管理业务除以轻资产品牌输出获得委托管理合约外，也

以租赁经营的方式运营部分酒店项目；酒店经营业务主要是经营自有产权酒店，为顾客提供

酒店住宿、餐饮、会议、会展及商业物业租赁等服务以获得收入利润。 

近年来，岭南酒店把握消费升级、文旅融合机遇，紧扣供给侧创新主线，品牌研发能力

增强，品牌迭代速度加快。旗下拥有“岭南花园酒店”、“岭南东方酒店”、“岭南五号酒

店”、“岭居创享公寓”、“岭南星光营地”、“岭南佳园度假酒店”和“岭南佳园连锁酒

店”、“岭荟创意会展社交空间”和“畔水庭院民宿”等九个核心系列品牌，构建了适应全

住宿发展趋势的多层次品牌体系。其中，“岭南花园酒店”是顶级奢华五星级酒店品牌，报

告期内重点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滨海沿线，位于粤西滨海轴线的湛江花园酒店全新开业；“岭

南东方酒店”是公司现阶段重点发展的豪华五星级酒店品牌，在二、三线城市及旅游目的地

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和竞争力；“岭居创享公寓” 是公司现阶段重点发展的中高端服务式公

寓品牌，报告期内加大广州城央主要商圈开店密度，岭居创享公寓长堤店投入运营； “岭荟” 

是岭南酒店打造的精品会议会展创意社交活动空间智享品牌，主要拓展方向是个性化、差异

化、定制化都市会议会展场馆运营；“畔水庭院” 是古村保护性开发生态旅游民宿品牌，尊

崇绿色生态设计理念，以“修旧如旧，内外兼修”的方式进行保护性活化开发，主要拓展方

向是具有旅游目的地特征和潜质的城郊乡村；“岭南星光营地”是非标住宿产品品牌，主要

拓展方向是旅游风景区、休闲度假目的地地核心区域及周边；“岭南五号酒店” 是高端设计

精品酒店品牌，主要拓展方向是具有较强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央街区和知名旅游目的地，位于

珠江景观带的广州岭南五号酒店诠释“老广州，新时尚”，是广州城央唯一一个入选世界精

品酒店联盟的酒店。 

公司自有产权酒店广州花园酒店是中国创建白金五星级饭店首批三家酒店中唯一的本土

品牌， 是“岭南花园酒店”品牌的旗舰店。报告期内，花园酒店荣评“经典酒店投资奖”“TTG

中国旅游大奖”“2019年度最佳会议酒店”等奖项。公司自有产权酒店广州东方宾馆、中国

大酒店均是中国首批五星级酒店，其中东方宾馆是“岭南东方酒店”品牌的旗舰店。报告期

内，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店均荣获Expedia“2019年度热选酒店奖”。 

3、会展和景区业务 

会展和景区业务是公司加快旅游产业融合的重要平台及战略性成长业务。公司拥有较强

的会展场地资源优势，并具备涵盖组织策划、IP构建、场馆运营、招展招商、买卖家对接、

产业链集成、现场管理、对客服务、品牌传播的一体化会展运营模式，具备为客户提供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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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一站式会展解决方案的能力。多年来，成功运营执行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广府

文化嘉年华等展会，拥有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广东国际会奖旅游交流大会、中国国内旅游目

的地供应商大会、中国大酒店德国啤酒节、粤菜师傅走进美丽乡村等自主会展、会议IP，并

不断加强与国际顶级会展企业的合作，成功运营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亚太赛、中国赛、太阳

之旅中法自行车拉力赛等一系列国际化的会展赛事。报告期内，成功举办广州国际投资年会

平行论坛、亚洲国际美食节等多项国内、国际性活动，岭南移动宴会携广州美食亮相冬季达

沃斯、博鳌亚洲论坛、法国巴黎，具备服务城市展会和国际性论坛的成熟经验。 

公司具备丰富的景区运营管理经验，开发包括酒店、自驾车营地、餐饮、旅游客运、租

赁、游乐场、旅游商品销售等在内的休闲体验旅游产品，形成了完整的景区旅游服务、产品

体系，具备景区规划、景区建设咨询顾问、景区营销策划、景区运营管理的管理输出能力。

目前，公司管理的粤西封开奇境景区正在积极申请国家4A景区。 

4、汽车服务业务 

公司的汽车服务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广州市东方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汽车”）

负责运营。东方汽车的主要业务包括广州区域出租车和商务租赁车业务，主要服务于500强企

业的商务用车租赁和本地旅游接待、出租车业务，是区域性优秀汽车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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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元） 7,972,099,522.94 7,077,867,725.11 12.63% 6,392,025,59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9,204,451.22 204,869,356.78 26.52% 177,359,28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8,441,660.71 160,466,470.15 4.97% 149,878,17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4,326,776.68 247,047,436.84 27.23% 510,112,83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1 25.81%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1 25.81%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2% 8.02% 1.90% 8.7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元） 4,768,825,250.29 4,583,243,826.85 4.05% 4,438,045,99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69,713,000.70 2,558,334,218.34 4.35% 2,548,806,362.9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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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17,927,582.52 1,855,682,385.40 2,486,577,266.63 1,811,912,28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669,474.23 68,745,187.58 57,574,324.92 21,215,46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578,286.40 55,987,860.50 59,250,452.52 10,625,06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28,653.07 122,945,482.69 163,789,732.38 44,620,2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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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23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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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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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0% 298,903,902 256,353,3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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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78,978 - -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 22,563,177 22,563,1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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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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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9,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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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来金 境内自然人 0.30% 2,011,914 0 -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三组合 其他 0.17% 1,137,600 0 - - 

韩朔 境内自然人 0.17% 1,1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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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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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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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797,209.9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63%；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920.4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844.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31,432.6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66,971.30万元，比上年期末增长4.35%。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战略布局，培育产业生态，

创新产品供给，提升宾客满意，促进产融动力，实现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增长。 

（一）主营业务保持优质稳健增长 

商旅出行业务增长较快，规模发展有新突破。报告期内，广之旅实现营业收入690,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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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7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794.21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20.0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514.58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19.98%。 

出境游方面（不含港澳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07%，主要来源于欧洲、日本和澳

新等目的地的增长。欧洲游主要得益于新并购项目所带来的业务增量，同时通过加大多口岸

的航空资源采购、目的地的资源集成、细化产品品类拓展细分市场,实现营业收入同比较大幅

度增长44.19%；日本游通过强化目的地联合营销，提高精准营销力度有效提升业务规模，实

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9.73%；澳新游主要得益于定制类业务的较快发展，大型MICE客户占比

提升，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48%。东南亚游保持平稳，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84%。 

国内游方面，紧扣文旅融合、消费升级发展新趋势，聚焦上海迪斯尼、四川雪乡等热门

目的地，在线推广及爆款抢购活动效果显著，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26%。其中，东部旅

游中心通过迪士尼主题乐园为核心的产品链条，产销结合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59%；西

部旅游中心加强主题策划和营销渠道扩展，四川、云南、重庆三峡等目的地拉动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6.79%；南部旅游中心以湖南张家界、郴州等特色产品带动，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3.47%；重点开拓大湾区周边游、乡村游、红色旅游市场，实现周边游同比增长16.54%。入

境游方面，得益于过境免签等一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区域国际化交流增加所带来的增量客

流，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7.53%。 

住宿业整体保持平稳。报告期内，酒店管理业务方面，岭南酒店继续夯实品牌标准、做

优盈利模式、推进项目拓展，实现营业收入10,708.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95%；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45.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57%。其中，“岭居创享公寓”

品牌标准和盈利模式日趋成熟，营收及利润贡献能力逐步显现，岭居创享公寓旗舰店报告期

实现营收同比上年增长93.25%；首个“岭业”物业管理项目以高品质运营标准和管理模式获

得良好口碑并带来更多市场机遇。 

酒店经营业务方面，三家自有产权酒店在报告期内加快城央商务休闲的转型升级，整体

经营保持平稳。其中，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酒店”）实现营业收入46,487.9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67%，主要原因是物业及餐饮收入有所增长；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4,405.1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43%。主要原因是为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持

续提升市场竞争力，花园酒店报告期内进行了11-17层共189间客房的升级改造，形成部分固

定资产报废，影响2019年非经常性损益减少410.49 万元。东方宾馆分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143.3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26%。主要原因是为持续提升会议市场的竞争力，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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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东方宾馆对约160间客房进行装修改造，可售房量相应减少；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472.9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7.8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东方宾馆进行客房装修改造，

折旧摊销、装修相关物品购置、维修、人工成本等费用于2019年下半年呈较大幅度增长。中

国大酒店实现营业收入27,889.9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8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2,047.5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73%，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酒店在较短时间内渡过变更委托

管理方的适应期，业务经营稳健、成本费用控制有效，呈现良性发展。 

报告期内，“岭月”系列月饼形成“岭月臻品”、“岭月·花园”、“岭月·中酒”和

“岭月·东方”相结合的月饼品牌矩阵，实现月饼销售收入10,669.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45%，销售总量和销售收入均创新高。 

汽车服务业务基本保持稳健。报告期内，东方汽车实现营业收入为2,485.99万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2.27%，主要原因是广州实施出租车选用新能源车政策尚处于适应期，公司的出租

车投产率有所下降；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69.9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0.26%，主要原因是比上年同期减少了部分资产处置带来的非经常性损益，其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比上年同期增长26.58%。 

（二）战略布局取得新进展，“布局+模式+资本”的组合拳效果显现 

商旅出行业务完成全国布局。近年来，广之旅通过异地新设及并购当地出境游前列企业，

不断提升在出境游市场中的份额和竞争力，先后并购的武汉飞途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飞途假期”）和四川新界国旅，新设异地分支机构，构建了由华南总部、华北

行走网总部、华中运营中心、西北运营中心、海峡西岸运营中心、华东运营中心和西南运营

中心构成的全国运营体系。同时，深化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完善门店和易起行分站点铺设，

进一步加快了广之旅品牌延伸与产品渗透力。报告期内，广之旅全国各分支机构贡献营收近

11.44亿元，占广之旅整体营收的16.57%，通过战略并购使出境游优势业务规模强劲提升，实

现了资本拉动下的“内生+外延式”业绩增长。 

住宿业持续深耕大湾区。岭南酒店聚焦“深耕粤港澳大湾区，辐射重点城市CBD及核心旅

游目的地”战略布局，新签约项目16个。粤西滨海轴线新地标的湛江花园酒店开业、中高端

服务式公寓品牌岭居创享公寓加大广州城央主要商圈开店密度、再次携手美的置业，新增岭

南东方品牌酒店落户佛山和茂名，品牌输出管理业务在大湾区、二三线及旅游目的地城市的

发展保持稳健态势。 

（三）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创新创值体现成效 

培育创新主体，优化产品结构。广之旅强化“誉颂尚典乐”产品体系标准在产品端、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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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端的应用，产品供给体系上，中端以上消费进一步集中；新产品迭代更新率达38%，新产品

营收占广之旅营业收入的16.50%；从产品结构来看，丰富多口岸出发产品、自由行产品和目

的地碎片化产品，单项预订产品收入同比上年增长24.07%；从市场结构来看，分支机构自组

团能力及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在广之旅总营收中的占比同比上年增长2.95%。；从业务结构

来看，批零结合及线上线下的结构继续优化，旅游批发业务在广之旅总营收中的占比提升至

23%，线上业务在广之旅总营收中的占比提升至14%。 

持续创新供给，形成消费增长点。广之旅打造公益、研学、“一带一路”、夜游等热点

产品，输送客源近30万人次；推进渠道下沉，创建首个“旅游移动体验馆”，以“旅游大篷

车”为载体连接旅游服务城乡“最后一公里”，提高品牌、服务和产品对三四线城市的渗透

率。住宿业传承经典，提升传统优势，针对中产消费升级，融合在地时尚生活元素，花园酒

店、东方宾馆报告期内均启动了新一轮的城央商务休闲品牌提升建设计划，全新的客房、餐

饮、宴会和文旅产品已于2019第四季度推出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中心的地标式创意设计

酒店、都市群外一小时的滨海世外桃源——南沙花园酒店高品质、高水准承办中旅饭协的行

业峰会。 

深化“旅游+”产业融合，培育产业生态。公司开展连州站及高明站“粤菜师傅走进美丽

乡村”系列活动策划，深挖农旅融合产业价值，持续为岭南会展业带来业务流量；携手宏远

篮球俱乐部及薪火阵营，为探索“旅游+体育”产研奠定基础；策划封开徒步公园方案，重点

打造“一个基地、一组线路，一项赛事”示范区，为提升区域旅游目的地影响力赋能。 

开展国际合作，开拓创新业务。公司通过会展业整合商旅出行、会展场地、展商、专业

观众、搭建、传媒等资源，协助举办广州国际投资年会平行论坛、亚洲国际美食节、香港赛

马会从化马场速度马术比赛、广东旅博会、粤菜师傅、广府嘉年华等多个重要展会及赛事，

进一步构建资源集聚优势；运营模式创新能力、品牌效应与经济效益进一步扩大。 

（四）挖据数据资产价值，科技赋能有新动作 

公司加快打通大旅游产业的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推动数据融合及数据共享，已形成大

中台、小前端、多场景的智能数字化体系。广之旅易起行会员系统与岭客汇实现双向引流，

实现与迪士尼集团、长隆集团等核心资源供应商的系统数据对接，有效丰富了B2B2C平台的产

品数量，加快了运营效率、提升了交易成交率、客户体验度和产业融合度，进一步增强了成

本优势，扩大了核心资源的把控力度。报告期内，广之旅实现线上收入96,289.42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9.76%。易起行公司通过国家科技部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成为广东省2019年第

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成长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主业带动能力的创新型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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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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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旅行社运营 6,903,584,044.82 667,859,957.02 9.67% 14.79% 11.58% -0.28% 

酒店经营 970,396,408.89 391,705,963.02 40.37% -1.60% -13.63% -5.62% 

酒店管理 73,635,149.01 22,512,859.17 30.57% 39.64% 29.80% -2.32% 

汽车服务 24,483,920.22 18,929,220.22 77.31% -2.26% -2.75%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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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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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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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2019年4月29日，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一次会

议和监事会九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按照上述会计准

则的规定和要求，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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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2019年8月26日，公司董事会九

届二十七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根

据上述财会〔2019〕6 号文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变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
内容进行如下变更：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

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

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
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

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

益的金融资产”为 1,416,929.00 元，2019 年 1 月 1 日列示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2）2018 年 12 月 31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按公允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金 融 资 产为 

66,455,091.85 元，2019 年 1 月 1 日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2、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
益的金融资产”为 1,416,929.00 元，2019 年 1 月 1 日列示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2）2018 年 12 月 31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按公允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 金 融 资 产为 

66,455,091.85 元，2019 年 1 月 1 日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修订： 

1、资产负债表 

（1）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二个项目。 

2、利润表 

（1）利润表中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2）将原“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项目。 

1、合并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二个项目。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为176,241,560.41元，2019 年 1 月 1 日拆分为应收票据

0.00元，应收账款176,241,560.41元。 

（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二个项目。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为493,406,924.31元，2019 年 1 月 1 日拆分为应付票据

0.00元，应付账款493,406,924.31元。。 

2、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二个项目。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为5,609,383.86元，2019 年 1 月 1 日拆分为应收票据

0.00元，应收账款5,609,383.86元。 

（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二个项目。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为24,893,664.68元，2019 年 1 月 1 日拆分为应付票据

0.00元，应付账款24,893,664.68元。。 

3、合并利润表 

（1）上期数原“减：资产减值损失” 1,315,336.53元调整为“加：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315,336.53元。 

4、母公司利润表 

（1）上期数原“减：资产减值损失” 9,022.09元调整为“加：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9,022.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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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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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九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四

川新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之旅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263.60万元向自然人罗江华与李伦购买四川新界国旅51%的股权。截止2019年5月24日，广

之旅购买四川新界国旅51%的股权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四川新界国旅成为广之旅的控股子公

司。因此，自2019年6月起公司将四川新界国旅的财务报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凌峰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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