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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8                             证券简称：峨眉山 A                          公告编号：2018-7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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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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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91310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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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 A 股票代码 00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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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华仙 刘海波 

办公地址 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 639 号 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 639 号 

传真 0833-5526666 0833-5526666 

电话 0833-5528075 0833-5544568 

电子信箱 000888@ems517.com 000888@ems517.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报告期主要从事峨眉山游山门票服务、索道运营和酒店经营以及相应的旅游商务营业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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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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078,986,910.95 1,041,579,179.44 3.59% 1,065,500,33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605,770.50 191,199,521.16 2.83% 196,248,20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9,016,402.89 154,353,299.91 28.94% 140,834,343.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4,579,265.92 245,641,474.82 40.28% 269,264,436.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31 0.3629 2.81% 0.37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31 0.3629 2.81% 0.3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7% 9.35% -0.08% 10.7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2,699,426,069.83 2,635,543,020.68 2.42% 2,468,506,31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05,364,964.20 2,050,912,241.86 7.53% 1,912,405,1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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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53,278,213.31 270,372,117.37 335,014,682.56 220,321,89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18,494.22 46,262,027.46 88,717,249.34 45,107,99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88,323.04 46,758,382.71 91,797,546.13 44,072,15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43,112.33 124,379,447.63 131,577,449.87 79,179,2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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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2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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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峨眉山

乐山大佛旅游

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32.59% 171,721,7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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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红珠山

宾馆 
国有法人 7.01% 36,924,75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三组合 
其他 2.28% 12,006,701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1.67% 8,799,9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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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7,777,776 0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创新

动力 

其他 1.39% 7,309,682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三组合 
其他 1.14% 6,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六组合 
其他 1.06% 5,608,155 0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 5,273,064 0   

中银基金公司

－中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99% 5,197,22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乐山市红珠山宾馆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股东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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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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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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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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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2017年，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旅游经济新常态，公司在景区管委会、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

“重上峨眉山，实现新跨越”的发展战略，以发展为根本，以效益为中心，以党建为保障，全面加快改革转型升级，强力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服务水平，狠抓成本控制，强化市场营销，实现了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全年公

司实现购票人数319.14万人次，由于受到九寨沟地震影响，购票人数同比下降3.26%；实现营业收入10.79亿元，同比增长

3.59%；利润总额2.35亿元，同比增长7.47%；净利润1.96亿元，同比增长5.08%。在应对地震冲击及全年新增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等多项费用情况下，公司利润逆势上涨。 

（一）经济支柱产业稳健发展。进一步推进大数据建设和网络营销推广，坚持抓好索道安全运营、优质服务，公司重要

经济支撑的游山票、索道业绩持续稳健增长。 

（二）酒店板块稳步增长。各宾馆酒店狠抓经营、营销、服务、品牌和成本控制，积极应对地震不利影响，充分发挥网

络平台作用，推出系列优惠活动和特色套餐产品，积极拓展会议市场、网络客源、高端疗养等；严控采购、餐饮、人力成本，

着力在能耗、维修、客房低值易耗品节约上下功夫，在收入略有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酒店板块的稳步增长。 

    （三）服务质量逐步提升。大力践行王董事长提出的“三心三情”服务理念，通过增强服务意识，严格服务标准，规范服

务流程，加强技能培训，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不断提升。以活动为载体，在全公司组织开展了“服务质量提升月”专项活动，

开展岗位练兵和岗位技能比赛、换岗换位体验活动、优质明星活动、“网红暖宾客”宾客意见管理提升等活动12次。2017年，

红珠山宾馆、峨眉山大酒店双双荣获省政府颁发的“四川服务名牌”，红珠山还荣获川菜辉煌30年“卓越企业奖”，大酒店被乐

山旅游协会评选为“十佳星级旅游饭店”以及“全国重点推荐诚信品牌”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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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山门票收入 457,883,632.03 153,971,568.50 33.63% 4.32% -0.88% -1.76% 

客运索道收入 290,475,754.71 214,989,352.13 74.01% -0.44% 0.82% 0.92% 

宾馆酒店服务业 199,904,264.59 43,567,022.53 21.79% 12.01% 160.05%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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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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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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本集团在编制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

进行了处理。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八十四次会议批准 

说明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

13号] ，本集团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

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八十六次会议批准 

 

说明：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

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同时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

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当中反映。据此，本集团对2017年1月1日存在

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之后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根据经济业务实质，直接计

入或通过递延收益分配计入利润表项目“其他收益”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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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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