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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6-030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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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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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天酒店 股票代码 0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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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欣 叶展 

办公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 300 号华天大酒店

贵宾楼五楼 

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 300 号华天大酒店

贵宾楼五楼 

传真 0731-84449370 0731-84449370 

电话 0731-84442888-80928 0731-84442888-80889 

电子信箱 huatianzqb@163.com huatianzqb@163.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以酒店经营为主业，房地产开发、资产运营为辅。 

酒店业务：坚持“自营+托管”酒店连锁发展模式，推出中端酒店品牌---华天精选酒店，并完成2家自营

店的升级改造。2015年新签托管酒店6家，新增托管酒店客房1000余间。目前公司自营和托管酒店已涵盖

湖南各地州市，并向武汉、北京、长春、深圳、苏州等全国各地辐射。 

房地产业务：公司在开发的项目7个，分别是张家界华天城项目、灰汤华天城项目、益阳银城华天项

目、永州华天城项目、邵阳华天城项目、娄底华天城项目及北京浩搏基业项目。 

资产运营业务：2015年取得进一步进展，完成了紫东阁华天的股权转让。 

（2）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行业地位 

酒店行业：受经济环境及政策影响，酒店业竞争进一步加剧，酒店在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的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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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对人力成本等不断增加的困境，酒店行业整体的盈利水平呈现下滑的趋势；同时新形势下消费者需求

的变化，给酒店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酒店行业的发展也将日趋多元化。为了应对酒店行业的现状和

致力于自身的长足发展，酒店行业的合并整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趋势，酒店的管理模式、产品模式、

市场模式、盈利模式都在进行根本性和结构性变革。品牌创新进入高速爆发期，品牌取代星级成为市场标

杆。连锁企业将压缩更多单体酒店的市场空间。从管理模式上，传统的星级酒店职能划分方式将被打破，

管理职能将被重组；从产品模式上，企业将更多地研究目标市场消费需求，结合市场消费需求重新组合打

造产品，提供满足消费需求的服务和设施；从市场模式上，顺应经济新常态，进一步细分市场，找准消费

需求市场定位；从盈利模式上，推行客房收益化管理，提高客房出租率，加大闲置物业转型租赁等。酒店

整体效能提升根本在于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降低人工和能耗成本。随着“互联网+”发展，酒店的产品、

服务、文化等定位充分满足客户需求和市场潮流，合理高效、精准布局才能长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荣膺中国饭店业集团30强和中国本土高端连锁酒店规模第六。 

房地产业：当前房地产行业处于调整期，分化较为明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2016年

的房地产市场仍将以稳为主，去库存是2016年房地产市场的首要任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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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3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194,594,744.

62 
0.00 

1,514,374,503.

44 
-21.12% 

1,780,991,430.

26 

1,780,991,430.

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826,060.55 0.00 -98,841,500.44  119,257,630.63 116,805,61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977,759.4

3 
0.00 

-121,033,766.9

4 
 116,725,868.39 114,273,852.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3,274,573.87 0.00 115,650,696.63 58.47% 214,158,490.80 164,256,316.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 -0.14  0.17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 -0.14  0.17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0.00% -6.20% 6.96% 7.44% 7.1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9,523,431,649.

27 
0.00 

9,230,771,984.

44 
3.17% 

8,040,444,507.

12 

8,147,122,260.

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189,798,713.

43 
0.00 

1,540,623,730.

33 
107.05% 

1,654,122,776.

71 

1,686,670,760.

3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不适用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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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62,704,863.80 257,283,135.04 287,774,525.67 386,832,22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93,289.95 94,098,722.43 -24,031,892.94 -8,447,47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832,872.23 -85,468,828.03 -39,382,880.48 -29,293,17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98,248.98 92,658,268.51 118,075,603.88 -81,066,0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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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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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6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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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天实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48% 330,908,920  

冻结 31,550,000 

质押 154,580,000 

湖南华信恒源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44% 300,000,000 300,000,000   

新时代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润禾 16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60% 16,335,255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七组合 
其他 1.23% 12,50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其他 0.98% 9,999,942    

中信建投基金

－民生银行－

中信建投领先 6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78% 7,943,093    

赵燕 境内自然人 0.70% 7,083,058    

中信建投基金

－民生银行－

中信建投领先 4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5% 5,634,120    

宝盈基金－民

生银行－宝盈

金股 2 号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4% 5,47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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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4% 4,499,9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前九名股东无关联关系，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七组合与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存在关联关系，中信建投基金－民生银行－中信建投领

先 6 号资产管理计划与中信建投基金－民生银行－中信建投领先 4 号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关联

关系，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赵燕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08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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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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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重大消费投诉事件。 

公司2015年实现收入119,459.47万元，比上年同期151,437.45万元减少31,977.98万元，下降21.12%；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82.61万元，比上年同期-9,884.15万元增加11,166.76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主要的原因是紫东阁华天100%股权转让获得税后投资收益1.79亿元弥补了主业亏损。 

酒店业：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98,005.32万元，比上年同期103,971.01万元，减少5,965.7万元，下降5.74%。

其中其中客房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1.26%，客房实际出租114.75万间，平均出租率62.39%，与去年基本持

平；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570元，四星级酒店平均房价381元。酒店业2015年仍受相关政策和经济增速放缓

因素影响，公司主动推进转型，收入同比降幅缩小。 

截止2015年底，公司自营托管酒店65家（已开业43家），其中自营酒店22家，托管酒店43家，管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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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客房10000余间。 

房地产：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21,050.5万元,比上年同期35,669.07万元，减少14,618.57万元，下降40.98%，

收入主要来自张家界华天城和灰汤华天城项目销售。其中张家界销售收入14990.50万元，销售525套，面积

为31459平米，项目去化率为84.75%；灰汤销售收入4926.74万元，销售6栋，面积为4817.03平方米，项目

去化率为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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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400,886,261.68 165,778,709.10 41.35% -9.90% -9.08% 0.37% 

客房 437,186,628.51 306,957,748.90 70.21% -1.26% -4.59% -2.45% 

售房收入 210,505,041.41 61,695,620.22 29.31% -40.98% -2.88%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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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公司2015年实现收入119,459.47万元，比上年同期151,437.45万元减少31,977.98万元，下降

21.12%；主要系房地产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0.98%，房地产受开发周期等因素影响，没有新楼盘推出；酒店

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5.74%，酒店业2015年仍受相关政策和经济增速放缓因素影响，公司主动推进转型，

收入同比降幅缩小。各行业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减少同比相应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公司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82.61万元，比上年同

期-9,884.15万元增加11,166.76万元，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的原因是紫东阁华天100%股权转让获得税后投资

收益1.79亿元弥补了主业亏损。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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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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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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报表范围减少说明 

根据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2015年5月18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华天光电（分立）52%股权。2015年10月30日公司与高地光电签订了《产权交易合

同》，合同约定将公司所持有的华天光电（分立后）52%股权转让给高地光电，公司所持有的52%股权及

人民币3,480,499.37元债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7,859,867.79元。公司已于2015年10月与高地光电办理财产

权移交手续，自2015年11月1日失去对华天光电的控制权，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所持有的紫东阁华天100%的股权转让给湖南乐天睿智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天睿智）。2015年6月16日公司与乐天睿智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约定公司

所持有的100%的股权及公司对紫东阁华天的债务一并进行转让，转让价格人民币392,969,391.30元。本公

司于2015年6月份与乐天睿智办理了财产权转移手续，自2015年7月1日失去对紫东阁华天的控制权，不再

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收回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2、本公司将控股子公司华天光电（分立前）分立为华天光电（分立后）和湖南华星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分立原则如下：（1）分立前华天光电的土地、房屋建筑物、部分机器设备分割给湖南华星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其余资产全部保留在华天光电；（2）华天光电在分立前产生的全部债务由华天光电承担；（3）

分立前华天光电实收资本为2,000.00万元，分立后华天光电实收资本变更为1,000.00万元，湖南华星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实收资本为1,000.00万元，华天光电和湖南华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保持不变。

湖南华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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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