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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讨论与分析 

虽然公司具备核心竞争力，但也存在股东遗留问题的影响。自 2013年交接后，公司实行转型

的发展战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宏观环境和困难压力交织并存的特殊挑战，以及同时存在的机

遇，公司管理层经过研究讨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坚持以战略转型为核心，坚定不移推

动主营业务转型： 

（一）盘活景区资产，提升景区运营能力，努力引入教育、体育等要素，拓展公司业务。 

（二）启动资本运作，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增加现金流，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三）重构商业模式，通过兼并收购、与基金合作等，拓展旅游产业链，打开公司发展通道。 

根据讨论与分析，公司全体员工在管理层及经营团队的带领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坚持以

战略转型为核心，举全员之力，集各方之智，抓机遇、谋创新、求发展： 

（一）多措并举，进一步激活景区资产价值 

1、推进海洋花园整体出让 

为剥离公司非核心的住宅地产业务，公司与北京天度益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股权转

让方式实现海洋花园的整体出让。报告期内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收到首期股权转让款 2000

万元。 

2、开拓景区招商思路，对外合作取得新突破 

为引入可持续经营业务，进一步盘活景区资产，公司积极推进与 Uppingham School UK 在

九龙山旅游度假区设立分校合作事宜。除此以外，公司努力尝试引入医疗、养老等商业配套设施，

为九龙山旅游度假区注入文化教育、医疗养老新内涵，为景区带来更旺的人气与新的收入增长点，

助力战略转型进入深水区，开创国际化合作新局面。 

3、积极配合政府回收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报告期内积极配合政府的回收工作，同时也是计划引进新的开发商，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进一步推动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的发展。 

（二）建设运营并驾齐驱，景区转型升级活力绽放 

1、景运公司完成转身，打造景区运营管理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景运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定位于景区运营管理，并调整了机构编制。景运公司以运营为核心，着力打造景区运营管

理平台，推动景区项目联合运营，实现景区项目统一开发、统一运营、统一市场、统一结算。 

2、紧抓政策机遇，力创特色小镇 

报告期内，九龙山航空运动小镇积极申报进入浙江省第二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据测算，九

龙山航空运动小镇建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将直接带动景区及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实

现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3、赛事活动热点不断，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现有资源，着力打造体育与休闲旅游特色，引入并举办多项大型活动与

赛事，以赛促产，凸显品牌效应。成功举办自行车赛事、高尔夫赛事、旅游节、音乐节、铁人三

项比赛等 30余场赛事及活动，景区人气持续提升，并着力打造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品牌赛事活动。 

（1）浙江省第四届运动休闲旅游节 

报告期内成功举办浙江省第四届运动休闲旅游节，全省旅游、体育等行业主管单位、相关企

业及众多游客参与。本次活动以“相约九龙山·运动山海间”为主题，共举办经贸活动篇、运动

体验篇、旅游休闲篇 3 个篇章主题活动，展示了九龙山各俱乐部和度假区运动休闲旅游资源优势，

提升了九龙山度假区运动休闲品牌影响力。同时，九龙山旅游度假区获评“浙江省运动休闲旅游

示范基地”。 

（2）九龙山 2015 世界音乐季 

为丰富九龙山文化内涵，打造潮流品牌活动，报告期内公司引入并举办了国内最大的以世界

音乐为主题的音乐季活动。九龙山 2015上海世界音乐季在九龙山旅游度假区顺利举办，来自不同

国家的 12支表演团队带来了各具特色的世界音乐，吸引了众多观众参与。 



（3）2015年 PGA 美巡赛 

高尔夫美巡中国赛—九龙山公开赛自去年成功举办后再度落户景区，吸引了来自美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韩国等 13个国家和地区的 105名运动员参加。景区已成为国内重要的高尔夫国际

化大型赛事举办地，并将 PGA 打造成九龙山品牌赛事活动之一。 

在活跃景区运营基础上，品牌建设成果丰硕。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先后获评浙江省运动休闲基

地、2015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精品景区、高尔夫球场获评浙江省地标球场、九龙山跻身浙江省体育

产业领军企业等一系列荣誉，进一步增强了景区在业内及当地的影响力，品牌价值大幅提升。 

（三）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助力战略转型 

为了吸纳优质资源，拓展公司发展领域，促进公司战略转型，进一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日起停牌，6月15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流程。因

第六届董事会第25次会议审议《关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议案未能通过，公司终止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5年11

月16日披露了《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按照相关规定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 

回顾2015年度，公司整体在向前发展，但由于存在股东遗留问题，公司相关工作受到影响，

公司战略意图也暂未能圆满实现。但公司发展思路已然清晰，战略定位已然确立，公司管理层将

带领公司全体员工在2016年紧抓机遇、快谋创新、稳求发展。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3,764,551,058.35 元人民币，负债为

1,995,688,381.95 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757,736,469.10 元人民币，资产负

债率为 53%。实现营业收入为 129,604,515.21 元人民币，利润总额为 42,335,683.02 元人民币，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27,991,657.79元人民币。 

 

(一)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29,604,515.21 30,899,140.57 319.44 

营业成本 98,798,983.66 28,055,909.41 252.15 

销售费用 4,728,966.46 32,843,500.52 -85.60 

管理费用 113,926,561.11 95,728,857.65 19.01 

财务费用 48,043,666.14 25,333,233.32 89.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286,014.39 -257,389,531.20 14.0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039,220.29 95,728,692.23 83.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6,708,903.87 273,715,328.17 110.70 

 

1. 收入和成本分析 

本年度由于威尼斯小镇开始交房，前期预收房款结转收入导致本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同比有

较大增长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

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房 地

产业 

113,241,465.00 83,213,076.56 26.52    



旅 游

饮 食

服 务

业 

8,151,389.88 5,690,840.99 30.19 -65.78 -70.87 增加 12.2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

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

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中国 121,392,854.88 88,903,917.55 26.76 409.67 355.07 增加 8.79

个百分点 

 

 

(2).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

业 

成本

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较上

年同期变动比

例(%) 

情

况 

说

明 

房 地

产业 

 83,213,076.56 93.6     

旅 游

饮 食

服 务

业 

 5,690,840.99 6.4 19,536,328.43 100 -70.87  

分产品情况 

分产

品 

成本

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较上

年同期变动比

例(%) 

情

况 

说

明 

        

 

2. 费用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增减比 

销售费用 4,728,966.46 32,843,500.52 -85.60% 

管理费用 113,926,561.11 95,728,857.65 19.01% 

财务费用 48,043,666.14 25,333,233.32 89.65% 

销售费用减少原因：威尼斯小镇拟整体转让，本年度推广费减少，另 2015年不合并港龙公司，不

合并其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增加原因：本年度贷款余额增加。 

 



3. 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增减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286,014.39    -257,389,531.20  -14.0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039,220.29      95,728,692.23  83.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6,708,903.87     273,715,328.17  110.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原因：本年度处置非流动资金流入高于去年同期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原因：本年度新增贷款下账高于去年同期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于 2015年度，本公司子公司开发公司与管委会签订了《平湖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回收合同》，

由管委会受平湖市政府委托回收乍浦大乌龟山西北、乍浦大乌龟山西南、乍浦浦山湾和平湖市九

龙山旅游度假区铜田岛外围四宗地块面积合计约 124,701.1 平方米国有建设土地土地使用权(以

下简称“海角城堡四宗土地”)，总回收补偿款合计为 156,077,859.00 元。本集团将上述回收补

偿款扣除存货中土地使用权部分账面价值 59,409,624.87 元后的净额 96,668,234.13 元计入营业

外收入。 

另外，开发公司与管委会签订了《大乌龟山区域建设用地基础设施配套回购协议书》，管委

会亦回购上述海角城堡四宗土地的基础配套设施，回购金额 93,530,000.00 元。本集团将上述补

偿款扣除与被回收土地密切相关的存货中基础配套设施部分账面价值 16,800,286.00 元和在建工

程账面价值 44,006,653.29 元后的净额 32,723,060.71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本集团原持有华龙证券 40,865,707股股份，账面价值 14,000,000.00元，作为以成本计量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于2015年12月，本集团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信托”)

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本集团将持有的 24,000,000股华龙证券股份转让给兴

业信托，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6,000,000.00 元。本集团将股权转让对价扣除转让部分对应的账面

价值 8,222,052.78元后的差额 87,777,947.22元全额计入投资收益。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资产

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总资产

的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744,021,907.50 19.76 412,558,507.98 12.33 80.34 主要为贷款下账导致

货币资金增加 

其他应收款 267,916,979.58 7.12 159,226,096.17 4.76 68.26 主要为本年度应收土

地转让款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181,707,101.50 4.83 128,244,273.50 3.83 41.69 主要为华龙证券剩余

股权按评估价计量 

短期借款 181,762,489.26 4.83 547,795,130.24 16.37 -66.82 本年度贷款到期归还 

预收款项 89,224,436.46 2.37 195,249,676.60 5.84 -54.30 威尼斯小镇交房预收

账款结转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80,000,000.00 4.78 51,818,181.80 1.55 247.37 主要为盛京银行贷款 1

年内到期 

长期借款 800,000,000.00 21.25 150,000,000.00 4.48 433.33 本年度新增贷款下账 



(四) 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1、业务经营分析 

公司目前业务范围局限于九龙山单个旅游度假区，自然资源相对单一，虽然在九龙山旅

游度假区内开发了配套设施与大众休闲旅游项目，但公司依然存在主营业务薄弱、主营收入

较少的实际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经营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净利润 利润总额 

旅游饮食服务业 815.14 569.08   

房地产业 11,324.15 8,321.31   

 

2、融资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期末融资总额 整体平均融资成本(%) 利息资本化金额 

116,176.25 8.38  

 

(五)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阿平汉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武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报

告期内，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对景运公司增资共 59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已实际到位 55000

万元人民币）。 

    报告期内，公司将上海龙佑旅行社有限公司 60%股权转让给上海大通之旅旅行社有限公

司，转让价格为 300万元人民币，已于报告期内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该笔交易完成后，公

司不再将上海龙佑旅行社有限公司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浙江九龙山阿平汉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万美元；

新设上海武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报告期内，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对景运公司增资共 59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已实际到位 55000万元人民币）。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无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本年转入 
本年公允价值变

动 
2015年 12月 31日 

——华龙证券   5,777,947.22 61,684,880.78 67,462,828.00 

——港龙旅游

(ii) 
94,570,000.00 - - 94,570,000.00 

合计 94,570,000.00 5,777,947.22 61,684,880.78 162,032,828.00 



 

(六)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1、政府回收国有土地使用权 

报告期内，政府回收公司下属子公司开发公司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共计124701.1平方

米。该事项产生的投资收益为12939.13万元人民币。 

2、出售华龙证券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持有的华龙证券 2400万股股份，每股 4元人民币，转让价格为 9600

万元人民币。该事项产生的投资收益为 8777.79万元人民币。 

以上事项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开发公司注册资本为 8691.5232 万元人民币，总资产 202619.92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31329.81万元人民币，净利润-7519.21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 483.1万元人民币，经营范

围为：一般经营项目：平湖国用（2004）字第 21-304 号、平湖国用（2006）第 21-302 号、

平湖国用（2006）第 21-303号、平湖国用（2006）第 21-304号、平湖国用（2007）第 21-308

号、平湖国用（2006）第 21-312号、平湖国用（2006）第 21-313号、平湖国用（2006）第

21-314号、平湖国用（2009）第 07291号、平湖国用（2010）第 08674号、平湖国用（2010）

第 08658号地块普通商住房的开发经营，度假区内的园林绿化，生态旅游开发、度假区内基

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 

海洋花园注册资本为 20000万元人民币，总资产 76812.18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7960.93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5.4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 11250.13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一般

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和建筑装饰；销售：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为户

外休闲度假提供服务。 

公司报告期初持有华龙证券 40,865,707股，占华龙证券总股本的 1.86%；报告期内，

公司出售了其中 2400万股股份。公司持有的华龙证券股份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公司业

务关联度较小，对公司业务连续性不造成影响。 

 

(八)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无 

 

三、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行业发展趋势 

当前旅游行业进一步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1）旅游行业与其他行业的跨界合作愈发频繁和紧密。发展至今，旅游业已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服务业，它涉及到多个行业，综合性强，市场竞争激烈。近年来，房地产、互联

网、航空、金融、文化等行业不约而同地看中了旅游业的巨大价值，跨界整合的趋势愈加明

显。如，过去的一年中，万达集团积极在全国打造大型旅游目的地，已经开业三个大型文旅

项目；海航集团旗下海航旅游集团入主途牛旅游网，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等。这些行业巨头的

跨界举措给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能量。此外，诸如京东、苏宁这类综合性、大型电子

商务平台也加快了涉足旅游行业的步伐。未来，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共赢模式将成为旅游

业发展的常态。 



（2）旅游行业自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一方面，国内知名的在线旅游

企业（OTA），诸如携程、同程、途牛等都已走到线下并购或新设实体店、体验店，积极在

二三线市场拓展线下门店渠道，以增强客户的旅游体验、服务和渠道。另一方面，不少传统

旅行社也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拥抱互联网，推出自己的在线旅游服务。2015 年，港中

旅将旗下的中旅总社与芒果网合并，定位为 O2O一体化的综合平台；中国国旅推出蒲公英微

店、旅游电子合同等服务方式；中青旅则发布了“遨游网+”战略计划，旨在利用互联网技

术和传统旅行社专业服务能力的整合。总体来看，在线旅游企业与传统旅行社分别处在旅游

产业链的不同位置，在线旅游最大的优势在于销售和资源调配，但拓展线下相关服务成为趋

势；而传统旅行社的优势是其地面网络与服务，但也在纷纷拓展线上平台。OTA 与传统旅行

社之间进行的并不是一场博弈，而是相互介入，融合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3）旅游产业宏观政策环境持续向好。为充分挖掘旅游投资和旅游消费增长潜力，国

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通过逐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多方资金支持等

方面，全力推动旅游产业发展。《2015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报告》提出，要优化旅游项目，

要多措并举创新旅游投融资平台，要积极推动各地的旅游投资建设。《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

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实施旅游投资促进计划，新辟旅游消费市场，包括大力发

展特色旅游城镇、大力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积极推动“互联网+旅游”等内容；要加大

改革创新力度，促进旅游投资消费持续增长，包括加大政府支持力度、落实差别化旅游业用

地用海用岛政策、拓展旅游企业融资渠道等内容。 

（4）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投资旅游业热情高涨。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民营资

本投资旅游业快速增长，全国旅游投资呈现民营资本、政府投资、国企投资和外商投资并存

的多元化投资格局；休闲度假、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新产品和新业态不断涌现；在线旅游

投资持续升温；政府引导旅游投资的力度加大，社会资本投资旅游业的市场环境不断改善。

我国旅游业正处于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未来作为经济新引擎的作用会更加凸显。 

（5）旅游产业从观光赏景旅游阶段进入休闲度假旅游阶段。相关分析指出，当人均 GDP

超过 1000美元时，观光旅游需求开始进入增长期；当人均 GDP到达 2000美元时，旅游形态

开始向休闲旅游转化；当人均 GDP 超过 3000美元时，度假旅游逐渐旺盛；当人均 GDP超过

6000美元时，社会整体进入休闲旅游新时代。2015年中国人均 GDP为 5.2万元，约合 8016

美元，根据旅游产业发展规律，中国已经迈进休闲度假旅游阶段。 

2、行业竞争格局 

（1）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产品的多元化与服务的人性化。在旅游发

展的初级阶段，人们主要以游览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为目标，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及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观山看水”，而更多地是希望能在

旅行的过程中获取知识、体验生活。在旅游行业个性化、休闲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无论

是传统的旅行社还是新兴的在线旅游企业，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而要想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立足，首先必须摆脱对单一旅游资源的依赖，向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旅

游产品，以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旅游需求。此外，由于旅游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等特点，

传统的标准化服务已经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旅游企业唯有不断拓宽服务范围、提供人性化

服务方能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2）旅游企业通过并购相关企业，进行风险投资，整合上下游产业链，不断做大做强。

近几年，国内著名大型企业，诸如万达集团、海航旅游集团，通过资本化运作，并购线下旅

行社，投资在线旅游网站，并整合自身内部资源，逐步打通了完整的旅游产业链，形成了独

特的竞争优势。截至 2015 年 12 月，海航集团旗下海航旅游集团已经进入 2015 年中国旅游

集团五强。 



 

(二)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目前业务范围局限于九龙山单个旅游度假区，自然资源相对单一，虽然在九龙山旅

游度假区内开发了配套设施与大众休闲旅游项目，但公司依然存在主营业务薄弱、主营收入

较少的实际问题。为了应对未来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乘公司更名的契机，公司管理层决定

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实施战略转型，融入或创建一个更大的、基于整个旅游产业的生态体系，

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业务能力和竞争优势。有鉴于此，公司管理层拟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

力： 

（1）积极培育“景区+”的新的企业发展模式。公司计划在现有景区资源的基础上，引

入养老地产、教育、会展、运动休闲、疗养度假、金融等相关产业，与旅游产业相融合，并

促进产业间的协同发展，以期培育出新的利润增长点，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业内具有影响力

的创新型上市公司。 

（2）努力拓展新的旅游资源。公司将充分利用大股东海航集团在业内的影响力和资源

优势，发现新的优质旅游资源，积极开展企业并购并异地复制已有的成功模式，形成景区网

络，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从而形成产业生态再生能力，引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3）创新景区经营模式，提升公司品牌价值。目前的国内旅游市场，过去简单、粗放、

同质化的旅游产品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旅游景区的经营要向主题化、品牌化方向发

展。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除了价格的竞争和产品质量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竞争。公

司将致力于打造具有海航创新特色的文化旅游，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影响力。 

 

(三) 经营计划 

2016 年公司将致力于全国范围内布局，联动全国范围内的旅游资源，培育养老、健康

医疗等要素，打造以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为目的的“景区+”，逐步实现由观光型景区向

休闲度假型景区的全面转变，构建整合型旅游战略发展体系，带动周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重内生发展与外延整合，以提升经营性收入与利润为目标，以投资促运营，突破爆发增长

“临界点”。 

相关计划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内生发展 

1、加快景区建设，拓展新业务。进一步完善景区基础配套设施，加快景区各项项目建

设，逐步开发系列配套设施与大众休闲旅游项目，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2、活跃景区运营，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影响力。拓展战略合作伙伴，推进景区内

各俱乐部的经营，引入各项特色活动，提升景区的运营水平及品牌影响力。 

（1）以国家提出的重点促进“教育体育、旅游休闲、养老健康”等六大领域消费为契

机，利用景区自有优势，致力打造以健康服务为主题、以航空运动为特色、强调健康生活方

式的健康产业小镇。 

（2）争取与全球著名的旅游集团合作，借助其设计、运营的优势和理念，设计和打造

具有法国风情的新型旅游度假村。 

3、搭建网络平台，创新运营模式。搭建网络平台，拓展网络渠道与产品，借力互联网

创新景区运营模式。 

（二）外延整合 

借助大股东的各项优势及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经验，整合内外部旅游资源，争取打通旅

游产业链，创建旅游文化生态圈并进行生态圈的异地复制。通过资本运作引进战略合作伙伴

及可长期持有的运营资产，对接大股东旗下相关业务及资源，创建相关企业广泛参与、互利

共赢的旅游生态圈。 



 

上述经营计划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 可能面对的风险 

1、产业政策风险  

随着旅游产业竞争的加剧和行业整体的转型升级，会不断涌现创新模式和业务的各类尝

试，并可能导致国家调整产业政策、加强市场管理，以及控制、限制一些旅游业务的开展，

因此，公司可能面临国家相关政策变动的风险。  

2、行业及市场风险  

国家政策的支持在增强旅游发展动力以及为旅游行业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

将会促使更多的企业和资本进入旅游行业，加剧旅游行业的竞争，因此，公司可能面临剧烈

的行业竞争。  

3、业务风险  

公司当前存在主营业务薄弱、主营收入较少的实际问题，在公司战略转型的未来发展中，

可能面临主营业务较少、转型业务因诸多因素不能及时开展或产生收入的可能性，存在一定

的业务风险。 

4、新的利润增长点培育的风险  

消费者生活娱乐需求日益多元化，营销环境多变、市场预测跟不上市场变化等因素，使

得公司开拓新的业务种类、丰富旅游产品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可能存在不适应消费者需求、

销售低于预期的风险。  

5、工程质量风险 

公司注重提高景区内各项工程建设的质量水平，致力于加强对项目的监管控制及相关人

员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制定各项制度及操作规范。但公司未来各项工程建设项目可能由

于某一环节的疏忽而导致出现质量问题，从而损害公司品牌声誉和市场形象，并使公司遭受

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甚至导致法律诉讼。 

6、股东关系风险 

当前景区的运营受到股东遗留问题的影响，今后可能还会存在股东之间对于重大经营事

项观点不一致的情况，有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经营与发展。 

 

 

 

海航创新（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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