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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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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廖虹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欢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012,365,287 1,997,935,847.45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24,341,258.60 842,702,866.41 -2.1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227,484.29 -13,215,404.5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45,258 196,124.28 27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361,607.81 -17,233,434.8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5,591,721.95 -17,261,668.0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20 -1.6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1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2,769,885.86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7 

 

和支出 

合计 2,769,885.8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5,51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 
180,065,443 13.81 0 冻结 180,065,443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

公司 
116,928,000 8.97 0 冻结 116,928,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 

109,209,525 8.38 0 冻结 109,209,525 
境外法

人 

海航旅业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 
93,355,175 7.16 0 质押 93,355,175 

境外法

人 

南京方凯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14,238,095 1.09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谢文贤 7,456,500 0.57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俞雷 5,912,900 0.4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陈丽珍 5,389,306 0.4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刘妙娥 5,238,900 0.40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沈慈针 5,214,811 0.40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80,065,443 人民币普通股 180,065,443 

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 116,9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928,000 

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 109,209,525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09,20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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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93,355,175 
境内上市外资

股 
93,355,175 

南京方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4,238,095 人民币普通股 14,238,095 

谢文贤 7,456,500 人民币普通股 7,456,500 

俞雷 5,912,900 人民币普通股 5,912,900 

陈丽珍 5,389,306 人民币普通股 5,389,306 

刘妙娥 5,238,900 人民币普通股 5,238,900 

沈慈针 5,214,811 人民币普通股 5,214,8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第二、第四位流通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三者

之间构成一致行动人。公司第五至第十位流通股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详，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0.00   

预付款项 -339,224.57  198,894.43 -270.56  

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外收入  1,201.83  28,539.62 -95.79  

营业外支出  2,771,087.69  306.35 904,449.60  

 

变动原因： 

1、短期借款：2021年2月借款2000万元。 

2、预付款项：合作单位预付款结算差异。 

3、营业外收入：税务局退税。 

4、营业外支出：计提借款罚息。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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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0年12月8日获悉，公司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

于2020年12月8日收到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0）浙04民初39号】，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行请求嘉兴中院判令开发公司向

原告支付贷款本金人民币140,100,000元、利息44,616,302.50元（暂计算至2020年4月28日，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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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合同约定年利率6.9%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仲裁费715,325元，以上暂合计为185,431,627.50

元。 

开发公司于2020年12月8日收到嘉兴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浙04民初39号】，判决

驳回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公司于2021年1月12日获悉，经开发公司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嘉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湖支行未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递交上诉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该案已结案（详见公告编号：临2020-075、临2021-003）。 

2、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获悉，开发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收到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简称

“平湖法院”）发来的《应诉通知书》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浙江九龙山国际

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两原告”）递交平湖法院的《民事起诉状》，请求判令开发

公司向两原告支付经营补助款64,858,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0,879,462元（暂计算至2020年

12月10日，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平湖法院已受理了上述案件【（2020）浙0482民初5009

号】。同时，因两原告向平湖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开发公司银行存款8574万元或查

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并已提供担保。平湖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20）浙0482民初

5009号】，裁定如下“即日起冻结被申请人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8574万元或查封、

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银行存款冻结期限为一年，查封、扣押动产期限为二年，查封不动产、冻

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详见公告编号：临2021-004）。 

3、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一中院”）发来

的《应诉通知书》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宁波分行”或“原

告”）递交海南省一中院的《民事诉状》，请求判令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向原告

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7,000万元；借款利息人民币1,591.99万元（暂计至2020年2月27日）及自2020

年2月28日起至全部贷款本息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复利；补偿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人民

币500,000元；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收到控股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海南省一中院出具的《民事

判决书》【（2020）琼96民初142号】，判令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向原告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00元、利息4062952元以及支付罚息、复利

（罚息：以借款本金1500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13.0095%

计算；复利：以利息4062952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日起至利息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3.0095%

计算）。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偿

还借款本金320000000元、利息15393583元以及支付罚息、复利（罚息：以借款本金320000000元

为基数，自2020年4月1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至借款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12.4215%计算；复利：以

利息15393583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日起至利息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4215%计算）。公司及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所负债务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或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追偿。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对被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名下已抵押房地产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决确定的

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详见公告编号：临2020-033、临2021-007）。 

4、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获悉，海南景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景运”）向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交了《民事起诉状》，请求判令被告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

立即偿付原告欠款人民币445,119,697.7元及欠款利息、逾期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被告北京天

度益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融正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嘉兴中院已

受理上述案件【（2019）浙04民初177号】。同时，海南景运向嘉兴中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

冻结被告银行存款人民币551,748,628.23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或财产性权益。嘉兴中

院已出具《民事裁定书》【（2019）浙04民初177号】，查封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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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位于九龙山海航花园海滨公寓的住宅共722套（其中331套为轮候查封）。查封期限三年，自2019

年11月20日至2022年11月19止。 

公司于2020年9月1日获悉，海南景运于2020年9月1日收到嘉兴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19）浙04民初177号】, 判决如下：一、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支付海南景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欠款本金437813002.2元、利息106123598.36元（暂计

算至2020年6月16日，之后利息以437813002.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逾期付款违约金36708215.06元（暂计算至2020年6月16日，之后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17813002.2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8%，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北京中融正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天度益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海南景运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于2021年3月8日获悉，景运公司于2021年3月6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

江省高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传票》，海洋花园向浙江省高院提出上诉，并递交了《民

事上诉状》，浙江省高院现已受理了上述案件【（2021）浙民终105号】，并于2021年3月11日开

庭审理（详见公告编号：临2019-075、临2020－056、临2021-015）。 

5、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获悉，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艇湾置

业”）起诉开发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开发公司支付其截止至2013年8月31日前投入的游艇会所及配

套设施投资款9971.55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即财务成本）1473.805万元和逾期付款之后的资

金占用费（即财务成本）2289.071万元，合计13734.426万元【（2016）浙04民初44号】。因游艇

湾置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法院冻结了开发公司名下平湖国用（2007）字第21-325号等25个土地

使用权、平湖九龙山赛车运动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即1350万元出资额）、平湖九龙山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即12400万元出资额）并要求九龙山管委会协助扣留13800万元土地

出让款。 

开发公司于2018年3月8日收到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出具的

《民事裁定书》【（2016）浙04民初44号之三】，裁定解除对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在平湖九

龙山港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49%股权和平湖市乍浦镇游艇公寓1幢350室釆取的财产保全措施。开

发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收到嘉兴中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4民初44号】，判决浙江九龙

山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补偿款

29715500元；驳回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开发公司向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判决撤销嘉兴中院作出的（2016）浙04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改

判驳回游艇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同时，开发公司收到游艇湾公司向浙江高院递交的上诉状，游

艇湾公司请求撤销嘉兴中院（2016）浙04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由开发公司向游艇湾公

司支付补偿款11445.355万元、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费2289.071万元。 

公司于2019年2月11日获悉，开发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8）

浙民终455号】，裁定撤销嘉兴中院（2016）浙04民初44号民事判决，发回嘉兴中院重审。开发公

司于2019年9月2日收到嘉兴中院出具的《通知书》【（2019）浙04民初57号】，在审理过程中，

三方当事人均申请进行庭外和解，并要求法院给予6个月和解期限。依据三方申请，考虑本案实际，

嘉兴中院给予三方当事人3个月和解期限（自2019年8月19日起算)。开发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收

到嘉兴中院出具的《延长审限告知书》【（2019）浙04民初57号】, 因本案案情复杂，审限延长

六个月。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获悉，开发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收到嘉兴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

书》【（2019）浙04民初57号】，判定开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游艇湾置业补偿款

29715500元；驳回游艇湾置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获悉，开发公司已向浙江省高院递交《民事上诉状》，请求判决撤销嘉

兴中院作出的（2019）浙04民初5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游艇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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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获悉，开发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收到浙江省高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0）浙民终641号】，浙江省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详见公告编号：临2016-041、

临2016-075、临2018-028、临2018-055、临2018-057、临2019-012、临2019-066、临2019-076、

临2020-028、临2020－042、临2021-018）。 

6、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获悉，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尔夫

公司”）起诉开发公司，因开发公司25个权证的土地使用权已处于查封状态，查封期限为三年，

即从2016年3月17日起至2019年3月16日止，请求法院判令开发公司支付截止至2013年2月28日投入

的投资补偿款共计317904380.87元，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开发公司银行存款318000000

元或查封、扣押与之等值的财产【（2016）浙04民初50号】。 

开发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收到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6）

浙04民初50号】，判决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浙江九龙山国际

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补偿款71440000元；驳回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后开发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的（2016）浙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高尔夫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同时，开发

公司收到高尔夫公司向浙江高院提交的上诉状，高尔夫公司请求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的（2016）浙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开发公司向高尔夫公司支付补偿款

317904380.87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2902361.44元。 

公司于2019年2月11日获悉，开发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8）

浙民终456号】，裁定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发回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开发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收到嘉兴中院出具的《延长审限告知书》

【（2019）浙04民初58号】，在审理过程中，三方当事人均申请进行庭外和解，并要求法院给予6

个月和解期限。依据三方申请，考虑本案实际，嘉兴中院给予三方当事人3个月和解期限（自2019

年8月19日起算)。开发公司于2019年11月28日收到嘉兴中院出具的《延长审限告知书》【（2019）

浙04民初58号】, 因本案案情复杂，审限延长六个月。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获悉，开发公司于2020

年5月13日收到嘉兴中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9）浙04民初58号】，判定开发公司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高尔夫公司补偿款38532000元；驳回高尔夫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获悉，开发公司已向浙江省高院递交《民事上诉状》，请求判决撤销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4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高尔夫公司全

部诉讼请求。 

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获悉，开发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收到浙江省高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0）浙民终642号】，浙江省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详见公告编号：临2016-043、

临2016-077、临2018-056、临2018-058、临2019-013、临2019-067、临2019-077、临2020-029、

临2020－043、临2021-019）。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廖虹宇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