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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冯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永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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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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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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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6,374,110.69

5,706,147,212.91

-1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26,294,588.62

2,408,721,537.64

-7.57%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127,968,949.09

-96.66%

1,345,254,792.74

-85.91%

-136,294,935.26

-3,090.19%

-312,619,180.58

-372.61%

-140,383,433.52

-4,460.24%

-319,110,667.57

-400.48%

-44,314,151.66

-398.83%

125,452,092.54

-26.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7

-3,240.00%

-0.360

-374.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

-1,216.67%

-0.302

-312.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9%

-6.47%

-13.89%

-1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30,601.2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17,887.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02,799.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87,927.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771,873.68
6,491,486.9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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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617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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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199,507,350 质押

数量

冯滨

境内自然人

29.23%

266,009,800

郭洪斌

境内自然人

9.80%

89,182,559

66,886,919

林岩

境内自然人

3.20%

29,104,000

29,104,000

曹建

境内自然人

2.64%

24,002,951

24,002,951 质押

23,999,998

2.42%

22,008,826

其他

1.91%

17,386,626

境内自然人

1.66%

15,129,996

15,129,996 质押

15,129,996

其他

1.22%

11,076,009

林美美

境内自然人

0.71%

6,445,300

质押

4,480,000

路振勤

境内自然人

0.58%

5,258,000

173,824,463

众信旅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专用证券账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全趋
势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韩丽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全新
视野灵活配置定
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冯滨

66,502,450 人民币普通股

66,502,450

郭洪斌

22,295,640 人民币普通股

22,295,640

22,008,826 人民币普通股

22,008,826

17,386,626 人民币普通股

17,386,626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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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
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

11,076,009 人民币普通股

11,076,009

林美美

6,445,300 人民币普通股

6,445,300

路振勤

5,2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58,000

何静

4,1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2,000

3,693,7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3,700

3,561,284 人民币普通股

3,561,284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保
兴吉年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一致行动人。有限售条件股东与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说明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无限售条件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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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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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比期初

变动原因说明

余额增减

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销售规模大
应收账款

276,398,112.91

664,026,798.00

-58.38% 幅下降，以及公司积极催收客户欠款，使得应
收账款规模有较大幅度下降
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采购规模大

预付款项

390,588,136.82 1,002,780,027.39

-61.05% 幅下降，以及部分供应商对公司进行退款等，
使得预付款项规模有较大幅度下降

递延所得税资产

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产生较大规模亏损，相应
167,795,902.46

57,121,845.91

193.75%

确认了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
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销售规模大

合同负债

幅下降，预收款项规模也随之下降，以及公司
222,793,098.28

536,748,478.01

-58.49%

对部分未出行客户进行退款等，导致合同负债
规模有较大幅度下降

其他应付款

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支付了股权回购款项，以
79,583,455.90

209,877,344.44

-62.08%

及退还了部分合作押金等
主要原因为公司可转换债券本期转股数量较

应付债券

379,802,333.15

552,294,614.06

-31.23% 多，应付债券转换为股本、资本公积等权益科
目
主要原因为公司可转换债券本期转股数量较

其他权益工具

102,858,513.84

157,863,118.92

-34.84% 多，其他权益工具转换为股本、资本公积等权
益科目
主要原因为公司可转换债券本期转股数量较

资本公积

714,321,692.46

436,964,570.05

63.47% 多，应付债券、其他权益工具相应金额转换为
资本公积

库存股
报表项目

134,751,187.48
本期发生额

21,772,503.54
上期发生额

518.91% 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进行了股份回购
本报发生额比上

变动原因说明

期发生额增减

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受到较

营业收入

1,345,254,792.74 9,546,895,023.88

-85.91%

营业成本

1,388,066,678.76 8,592,087,353.96

-83.84%

大冲击，收入规模下降幅度较大
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受到较
大冲击，成本规模下降幅度较大
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受到较

销售费用

316,777,481.19

679,274,569.11

-53.37% 大冲击，公司人员、市场推广、办公等费用下
降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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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受到较

管理费用

78,823,286.80

116,423,670.40

-32.30%

财务费用

62,191,280.60

34,255,966.75

81.55%

大冲击，公司人员、办公等费用下降幅度较大
主要原因为本期汇兑损益大幅下降，以及本期
贷款利息支出略有增长
主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受到较大

所得税费用

-122,608,362.46

44,381,528.69

-376.26% 冲击，公司产生一定金额的亏损，所得税为负
数主要为本期计提递延所得税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4,543.40

-109,544,262.99

-94,467,882.81

107,728,163.89

-99.69% 主要原因为本期未开展较多的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主要为支付的银
-187.69%

行借款利息，以及支付了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9月29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冯滨先生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
里网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冯滨先生以人民币8.46元/股的价格向阿里网络转让其持有的众信旅
游45,470,29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众信旅游总股本的5%，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
人民币384,678,695.7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冯滨先生拟以借款方式将全部股份转让价款（扣除其就
上述股权转让所应缴纳和承担的全部税金和费用）提供给公司使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冯滨先生借款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用于日常经营，且已经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冯滨先生与阿里巴巴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
冯滨先生以人民币 8.46 元/股的价格向受让方转让其持 2020 年 09 月 30 日
有的众信旅游 45,470,295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向阿里巴巴（中国）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91）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众信旅游总股本的 5%。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借款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借款暨关联交
2020 年 09 月 30 日

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96）
、
《关于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0-103）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20年2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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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依法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2020年2月5日至3月23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22,008,826股，最高成交价为5.6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7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12,949,091.02元（不含交
易费用）
。2020年4月18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9），
本次回购事项实施完毕。
2、2020年4月29日、5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未达
到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业绩考核条件，决定对相应期间的待解锁股份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
购注销的激励股份合计3,676,682股，占回购注销前（即2020年10月27日）公司股本总额的0.40%，回购价
格为授予价格扣除激励股份已经取得的现金分红，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6.45元/股，预留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4.85元/股，公司应支付股份回购款21,332,198.90元。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相关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并于2020年10月30日发布了《关于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5）。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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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973号）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向社会公开发行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7亿元。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0,00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0,000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等发行费用人民币987万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9,01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12月7日到达公司指定账户，并经北京中证天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证天通（2017）证验字第04008号《验证报告》验证。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0年1-9月实际投入募集资金0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已实际累计投入募集资金867.94万
元。2020年1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变更2017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境游业务平台”和“‘出境云’大数
据管理分析平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并将上述募集资金项目余额合计70,388.79万元（含利息收入）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0年2月3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因募集资金专户尚未销户，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含利息收入）为1,225.24万元。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合计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13,860

0

0

13,86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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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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