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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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卢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文舫、总会计师张云韵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良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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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2,564,291.55 2,574,393,477.21 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34,516,424.77 822,671,288.84 1.4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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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78,976,509.76 17.09% 393,842,834.08 1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7,597,312.52 132.88% 14,026,879.88 28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5,681,919.20 84.96% 506,058.52 10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7,660,749.64 179.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126.67% 0.10 2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126.67% 0.10 2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 3.49% 1.69%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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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769,805.37 

主要系转让安吉、庐山东谷公司

股权取得投资收益 1,407.65 万

元、木兰置业大余湾公司固定资

产处置损失 26.58 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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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8,785.87 

主要系崇阳隽水河收到数字影

院先建后补补助 80 万元及递延

收益转入当期收益所致，其中崇

阳隽水河 58万元、南漳 30万元、

咸丰 14 万元、保康 13 万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71,832.00 汉口银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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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88,498.83 

主要系终止团风项目，结转前期

在建工程费用支出 207.8万元及

捐款赞助费等支出 44 万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802.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699.48  

合计 13,520,82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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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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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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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当代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7% 27,697,958 2,800,000 质押 18,000,000 

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发展总公

司 

国有法人 7.76% 10,763,305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八组合 
其他 3.48% 4,831,841 0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均衡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99% 4,149,246 0   

严宇媛 境内自然人 2.58% 3,577,614 0   

叶龙华 境内自然人 2.12% 2,939,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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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03% 2,821,767 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红

京东大数据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55% 2,144,625 0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

信增利动态策略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53% 2,125,293 0   

武汉创时新一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1,866,667 1,866,66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4,897,958 人民币普通股 24,897,958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

司 
10,763,305 人民币普通股 10,763,30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4,831,841 人民币普通股 4,831,841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49,246 人民币普通股 4,149,246 

严宇媛 3,577,614 人民币普通股 3,577,614 

叶龙华 2,93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9,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821,767 人民币普通股 2,821,76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144,625 人民币普通股 2,144,62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增利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125,293 人民币普通股 2,125,29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1,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000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安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罗德胜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书，合计持有本公司 20.55%的股份。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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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报告期末 年初 报告期末比年

初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97,343,531.52 104,012,504.75 89.73% 主要系收到安吉股权转让款及往来款6,500万元，梵净山、

华山索道报告期经营业绩较好，货币资金余额较年初分

别增加1,870万元、1,876万元所致。 

预付款项 19,698,575.54 6,470,781.40 204.42% 主要系集团母公司预付月亮湖项目承包经营款1,000万元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569,320.75 878,447.81 78.65% 主要系本年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05,000,000.00 140,000,000.00 189.29% 主要系公司从银行取得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5,164,611.87 3,782,158.42 36.55% 主要系应付货款和广告费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9,592,078.10 5,948,401.76 229.37% 主要系公司预收购房认筹金增加所致，其中崇阳旅业预

收购房认筹金1,165万元。 

应交税费 14,777,325.10 5,375,184.26 174.92% 主要系公司期末应缴未缴所得税较上年期末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3,440,183.63 13,904,534.78 -75.26% 主要系公司支付了部分融资租赁款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79,709.91 7,432,492.16 -53.18% 主要系公司自2016年5月1日执行“营改增”，原营业税计

入本科目，“营改增”后，增值税为价外税，不计入本科

目。 

资产减值损失 1,122,602.58 -1,532,258.31 -173.26% 主要系上年同期母公司收回信达、神农架置业往来款及

晟道基金股权转让款，转回坏账408万元所致。 

投资收益 10,737,935.65 -3,982,711.94 369.61% 主要系转让安吉公司和东谷公司股权共取得投资收益

1,407.65万元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3,668,537.39 910,833.38 302.77% 主要系终止团风项目，结转前期在建工程费用支出207.8

万元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4,026,879.88 -7,753,761.02 280.90% 主要系转让安吉公司和东谷公司股权取得投资收益、梵

净山、海南索道、千岛湖等公司业绩上升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455,824.66 10,798,569.49 -68.00% 主要系同比增加田野牧歌酒店、木兰置业等少数股东亏

损353万元，减少上年同期旅游投资少数股东损益381万

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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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会计报表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992,708.39 28,395,020.49 -92.98%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回信达往来款2,000万元，

神农架置业往来款602万元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76,897,051.44 114,118,164.47 -32.62% 主要系上年同期安吉增加开发投入3,800万

元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70,000.00 2,537,666.04 -93.30% 主要系本期保康收政府补助10万，咸丰收到

景区厕所建设政府补助7万；上年同期南漳收

政府补助191万，保康收政府补助28万，克旗

收政府补助34万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91,637,449.26 164,810,903.57 -44.40% 主要系在建工程项目投入减少所致。其中，

克旗热水项目预备开业，黄岗梁项目部分建

成，导致投入较去年同期减少3,163万元，咸

丰坪坝营项目暂缓项目建设，今年投入金额

较去年同期减少2,658万元，保康九路寨项目

建设已基本完成，并于本年4月28日对外营

业，导致今年投入金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568

万元。 

投资支付的现金 - 1,05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美立方公司投资款105

万元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2,45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新设立公司少数股东投

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33,000,000.00 629,600,000.00 -31.23% 主要系本报告期取得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0,000,000.00 294,500,000.00 -83.02% 主要系收到其他公司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67,933,852.08 45,214,180.53 50.25% 主要系偿还借款利息同比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20,544,577.59 536,117,664.34 -78.00% 主要系本年同期归还非关联公司借款较上年

同期减少11,113万元，以及上年同期收购旅

游投资少数股权29,938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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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目前公司正在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工作。 

2、报告期内，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资产

证券化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目前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工作正常推进中。 

3、报告期内，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安吉三特田野牧歌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目前，安吉三特田野牧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已完成转让。公司因本次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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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取得投资收益约1,600万元。 

4、报告期内，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入外部投资者对武夷山三特索道

有限公司增资控股的事项。2017年10月1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三特木兰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明道御

弘(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弘资本”）签订了《共同开发武夷源景区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

作协议》”）。2017年10月17日，武夷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已收到御弘资本支付的首期注册资本金500万元，

《合作协议》正常履行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 2017 年 05 月 16 日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 2017 年 07 月 08 日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关于开展资产证券化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17 年 08 月 24 日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资产证券化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于转让安吉三特田野牧歌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股权的事项 
2017 年 09 月 06 日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关于开展资产证券化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17 年 09 月 13 日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关于引入外部投资者对武夷山三特索道

有限公司增资控股的事项 
2017 年 09 月 30 日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引入外部投资者对武夷山三特索道有限

公司增资控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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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

东武汉当代

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减持承

诺 
股份减持承诺 

2016 年 12 月 07

日 
12 个月 正常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原实际

控制人武汉

高科国有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原

控股股东武

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发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1、自发行人 A

股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

2007 年 08 月 17

日 
长期有效 

第一项承诺

履行完毕，第

二项承诺正

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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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总公司 其持有的股份。

2、除向本公司、

汉江索道及磨

山索道投资之

外，没有向其他

与本公司经营

范围相同的企

业投资，亦将不

直接或间接从

事、参与或进行

与本公司生产、

经营相竞争的

任何活动。 

公司控股股

东武汉当代

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本公司将不会

投资任何与三

特索道的生产、

经营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企业，并将

持续促使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未来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

参与或进行与

三特索道的生

产、经营相竞争

的任何活动。 

2014 年 01 月 05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

东武汉当代

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自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所认购的

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 36

个月内不转让

和上市交易。 

2014 年 11 月 05

日 
36 个月 正常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

东武汉当代

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实际控

制人艾路明 

其他承诺 

在持续作为武

汉三特索道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

期间，不会越权

干预公司经营

管理活动，不会

侵占公司利益。 

2017 年 05 月 12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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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

事、高管 
其他承诺 

1、本人承诺不

无偿或以不公

平条件向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

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

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

本人的职务消

费行为进行约

束；3、本人承

诺不动用公司

资产从事与其

履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活

动；4、本人承

诺由董事会或

薪酬委员会制

定的薪酬制度

与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5、

若公司未来实

施股权激励计

划，其行权条件

将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

作为填补回报

措施相关责任

主体之一，本人

若违反上述承

诺或拒不履行

上述承诺，本人

同意按照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等

证券监管机构

按照其制定或

发布的有关规

定、规则，对本

人作出相关处

罚或采取相关

监管措施。 

2017 年 05 月 12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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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创时新

一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自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所认购的

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 36

个月内不转让

和上市交易。 

2014 年 11 月 05

日 
36 个月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

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7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

元） 
100 至 1,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394.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转让子公司安吉三特田野牧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形成投

资收益约 1,600 万元，具体数据以年度审计报告数据为准；2、公司部分子

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将所有上升；3、本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未来

影响因素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以公司正式公告的业绩为准，注

意投资风险。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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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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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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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座谈公司经营情况，详细内容见投资者

关系互动平台。 

2017 年 03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座谈公司经营情况，详细内容见投资者

关系互动平台。 

2017 年 03 月 24 日 其他 其他 
媒体邮件问询公司经营情况，详细内容

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2017 年 07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座谈公司经营情况，详细内容见投资者

关系互动平台。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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