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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21-048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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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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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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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胜 申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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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84442888-80889 0731-84442888-8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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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以酒店服务业为主、房地产业为辅。     

    酒店业：公司酒店以“自营+托管”的模式运营，旗下拥有“华天大酒店”、“华天假日酒店”、“华天精选”品牌。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自营加托管酒店共48家（已开业41家），其中自营酒店16家，托管酒店32家，自营酒店客房数共4990间，累

计拥有会员156万人。报告期内酒店业实现营业收入48,104.16万元，比上年同期76,454.56万元,下降28,350.40万元，同比

下降37.08%。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酒店收入大幅下降。 

    房地产业：地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686.19万元，比上年同期32,415.17万元，下降30,728.98万元，同比下降94.80%,主

要是本期地产去化进展不及预期。 

 

2、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 

    酒店业：报告期内，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酒店行业遭受重创，面对营收急剧大幅下降和庞大的房租、人工费用、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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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销等固定支出，酒店行业基本都处于巨额亏损状态，行业内一度出现关店潮、裁员潮。重压之下，部分酒店也纷纷开启“自

救”创收模式，打折促销、拓展高端外卖餐饮业务、洗涤等服务。同时为适应疫情所需，有些酒店开始启用智能机器人实现

无接触服务，甚至在办理入住、退房、客房服务等各个场景均采用数字化智能设备，在提升客户体验的同时，也在加速推进

酒店行业科技化、智能化的应用。下半年，随着疫情防控的有效管控，三季度行业开始呈现出逐步回升态势，营收环比上升，

亏损大幅度收窄，行业信心也得到了明显恢复。但在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酒店行业的恢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呈

现出冷暖不均的特征，有些地区酒店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甚至开始实现盈利。总体来看，行业复苏后呈现以下特征，一是

区域方面，主要集中在旅游目的地地区，其中三亚表现最为突出，其次是成渝和长三角地区。二是酒店类别上，旅游目的地

酒店和休闲度假酒店生意火爆，有的甚至超过去年同期水平，而商务、会议、会展型酒店则仍处于困境煎熬期。三是企业规

模上，知名连锁酒店集团特别是头部集团的成员酒店恢复情况相对更好。 

    虽然国内酒店行业经过多年发展，但是目前仍然处于高度分散阶段，尽管受疫情影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转

型，国内酒店行业集团化、品牌化、连锁化的趋势并未减速，行业内的整合、并购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酒店行业供给结构

逐步成熟，高端酒店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中端酒店市场受益于国内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以及消费升级需求的增长，未来几年

依然将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型酒店市场随着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瓶颈期，市场竞争加剧，人工、租金、能耗成本不断

上涨，导致经济型酒店利润空间被逐步压缩，被迫提质改造、转型升级。 

    房地产业：报告期内新冠疫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冲击。房地产调控方面，中央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变，房地

产领域金融监管越来越严，叠加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增加了公司存量物业去化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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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15,378,322.64 1,110,553,009.56 -53.59% 958,129,54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310,222.08 50,234,487.90 -1,121.83% -477,613,68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5,867,316.49 -257,467,927.02 -112.01% -345,366,64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91,572.18 391,211,419.77 -115.67% 137,142,824.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38 0.049 -1,128.16% -0.4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38 0.049 -1,128.16% -0.4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0% 1.96% -23.96% -17.2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6,122,575,044.83 6,567,649,681.30 -6.78% 7,196,445,97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83,165,221.98 2,582,833,050.00 -19.35% 2,532,598,562.1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6,750,420.50 104,593,725.30 158,670,966.43 185,363,21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423,557.57 -93,207,181.30 -152,414,406.06 -132,265,07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662,515.99 -104,032,263.86 -162,508,691.80 -142,663,844.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518,605.33 -53,430,970.55 390,018.21 39,267,9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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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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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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5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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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908,9

20 
 质押 141,200,000 

湖南华信恒

源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82% 

232,500,0

00 
 质押 145,400,000 

姜雅芳 
境内自然

人 
1.37% 

14,000,00
0 

   

邓彩琼 
境内自然

人 
0.98% 

10,000,00
0 

   

贾云鹏 
境内自然

人 
0.67% 6,782,759    

张朝阳 
境内自然

人 
0.61% 6,193,000    

深圳昭阳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昭阳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3% 5,378,500    

王慧荣 
境内自然

人 
0.50% 5,094,463    

李思乐 
境内自然

人 
0.40% 4,106,200    

刁守伟 
境内自然

人 
0.25% 2,585,1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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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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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深圳昭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昭阳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天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5,377,600 股。李思乐通过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4,04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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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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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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总体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呈现下降趋势。但在股东的大力关心支持下，公司上下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在

疫情防控、脱困改革发展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勇于开拓，较好地统筹推进了疫情防控和企业经营改革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 

（1）针对公司现状，经过深入研究分析，基本理清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相关措施。 

（2）酒店业运营提质初见起色。一是推进酒店品牌统一标准建设。首次创建了华天酒店品牌的标准体系，为华天酒店

品牌的规范管理、输出及酒店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推进酒店餐饮守正创新。着手组建餐饮专业化运营公司，聘

请湘菜大师做顾问，着力打造华天招牌菜；推出潇湘华天“南粤早春”、湖南华天“华厨美食”等餐饮新产品；以销售酒店

食材、用品及名特优产品为主营业务的“华天物语”已见雏形。三是推进各酒店经营创收增效。面对疫情的巨大冲击迎难而

上，部分酒店经营业绩实现逆势上扬。 

（3）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一是全面理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力推三项制度改革落地。对公司主要管理岗位实

行“全体起立、竞争上岗、重新坐下”；首次对各酒店的组织架构、管理层级、岗位设置等进行全面梳理与统一规范，岗编

员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下一步将推广到各家酒店；聘请第三方机构设计薪酬考核体系方案，全面推进以业绩为导向的分配激

励机制。三是创新人才培训培养机制，组织开展“服务意识与基础标准”全员轮训，积极推行“师带徒”活动，着手培育“华

天工匠”；华天学院取得省、市人社部门认定的“职业技能认定”“企业培训中心”等资质，积极构建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并

行的人才培养“双通道”。 

（4）降本增效四大举措同步发力。一是通过兴湘集团支持置换高息贷款，有效降低财务成本。二是通过岗编员的优化，

节约固定人工成本。三是通过引入阿里1688网上集采平台，推行厂家基地寻源采购方式，实现采购成本下降。四是实施合同

能源管理，降本效应将逐步显现。 

2、报告期经营情况及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37.83万元，同比下降53.59%。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1,331.02万

元，同比下降1,121.83%。酒店业：截至2020年底，公司自营加托管酒店共48家（已开业41家），其中自营酒店16家，托管酒

店32家，自营酒店客房数共4990间，累计拥有会员156万人。报告期内，酒店业实现营业收入48,104.16万元，同比下降37.08%，

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酒店收入大幅下降。地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686.19万元，同比下降94.80%。主要是本期地产去化进

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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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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091,437.24 27,674,504.55 13.30% -27.97% -71.88% -20.77% 

客房 187,735,956.82 -33,743,137.63 -17.97% -44.82% -115.18% -83.30% 

其他 103,741,010.65 50,300,203.87 48.49% -27.89% -56.70% -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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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37.83万元，比上年同期111,055.30万元下降53.59%。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51,331.02万元，比上年同期5,023.45万元增长下降1,121.83%。 

酒店业：酒店业实现营业收入48,104.16万元，比上年同期76,454.56万元,下降28,350.40万元，同比下降37.08%。主要

受新冠疫情影响，酒店收入大幅下降。 

地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686.19万元，比上年同期32,415.17万元，下降30,728.98万元，同比下降94.80%。主要是本期

地产去化进展不及预期。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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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

据财政部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2019年5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以

下简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根据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自2019年6

月10日起施行。 

（3）2019年5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以下简称

“债务重组准则”），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根据规定，债务重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2、变更日期 

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对会计政

策进行相应变更。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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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债务重组准则和新收入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1、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该准则进行追溯调整。 

2、债务重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进行

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该准则进行追溯调整。 

3、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

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

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新收入准则的执行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新

收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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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