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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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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54,549,591.87

元（合并报表），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4,251,560.56 元，本年度未分配利润为

50,298,031.31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696,286,212.99元。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拟定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11,068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元(含税)，共计分派现金股利1,660.20万元。

剩余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该利润分配预案尚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九华旅游 60319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先进 俞昌海 

办公地址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五溪新城区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五溪新城区 

电话 0566-5578822 0566-5578829 

电子信箱 jhgf@jiuhuashan.cc jhgf@jiuhuashan.cc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公司作为国内知名的旅游企业，致力打造“创造生活新方式”的经营理念，为游客提供专业、

精品的旅游综合服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包括酒店、索道缆车、客运、旅行社业务，构建

了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具体情况如下： 

1、酒店业务：公司在景区及周边经营聚龙大酒店、东崖宾馆、西峰山庄、大九华宾馆、平天

半岛大酒店和五溪山色大酒店等六家酒店，均在本地中高端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是公司打造精

品服务、树立品牌形象的重要窗口。 

2、索道缆车业务：公司在景区内经营天台索道、百岁宫缆车和花台索道等三条索道缆车，提

供运客观光服务，其区位优势独特，是公司重要而稳定的收入来源。 

3、客运业务:公司下属的客运公司，拥有景区内的客运专营权，为游客提供景区内外部的客

运、旅游车辆租赁等服务，是公司产业联动、整合内外部资源的有机链条。 

4、旅行社业务：公司拥有中旅分公司、国旅分公司、九之旅分公司等六家旅行社，作为本地

的龙头企业，以九华山以及池州市区域旅游资源为依托，重点开发会议、团队以及定制化旅游产

品，在各自的定位市场中具有稳定的客源和完善的营销网络。公司旗下九华山旅游在线电子商务

分公司，自主运营在线旅游平台—“九华旅游 603199”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电商旗舰店，线上业务

增长迅猛，已突破公司自营网络平台，成为九华山对接大型 OTA 落地服务平台和区域旅游企业综

合服务电商平台。公司下属的预订中心平台，是接洽九华山目的地接客市场的重要服务平台。 

（2）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旅游业。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

居民收入减少现象加剧，旅游需求下滑，游客出行受限，消费方式剧变，旅游业面临了巨大的冲

击。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国内旅游由最初全部停摆逐渐向有序复苏转变，国内旅游需求逐

步释放，行业发展迎来新格局。具体内容详见本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相关内

容。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434,839,417.77 1,441,498,993.32 -0.46 1,308,822,472.89 

营业收入 341,043,065.16 537,219,493.88 -36.52 485,313,93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549,591.87 117,024,146.11 -53.39 92,086,08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784,711.25 107,009,435.27 -61.89 85,482,48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1,624,160.24 1,200,375,260.31 2.60 1,100,343,80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391,328.66 224,483,668.41 -57.95 176,179,68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1.06 -53.77 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1.06 -53.77 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9 10.18 
减少5.69个百分

点 
8.6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1,450,671.22 55,476,093.99 128,678,174.74 135,438,12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087,180.45 -4,366,851.65 43,935,102.52 42,068,52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8,751,185.40 -7,797,466.97 38,474,373.38 38,858,990.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9,361,779.08 979,943.45 84,014,787.22 88,758,377.0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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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3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86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0 36,109,376 32.63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0 16,267,338 14.70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徽嘉润金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 16,000,000 14.46 0 质押 16,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青阳县城市建设经营发展有限公司 0 2,570,815 2.32 0 未知   国有法人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84,300 2,395,700 2.16 0 未知   国有法人 

郑惠华 153,100 1,179,300 1.0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0 960,034 0.87 0 未知   国有法人 

刘梅英 0 750,000 0.6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新  708,100 0.6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全红   573,000 0.5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省高新投为文旅集团参股股东，除此之外，未发现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1,043,065.16 元，同比下降 36.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549,591.87 元，同比下降 53.39%。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434,839,417.77元，

比上年度期末下降 0.46%；净资产 1,231,624,160.24 元，比上年度期末增长 2.60%。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安徽九华山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客运公司 100.00 - 

2 池州平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平天旅游 100.00 -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