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888                            证券简称：峨眉山 A                            公告编号：2021-40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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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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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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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33-5528075 0833-554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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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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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45,778,158.95 162,341,234.93 11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681,060.12 -129,735,573.43 12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317,879.17 -133,963,068.84 12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455,969.51 -114,193,138.94 159.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8 -0.2462 1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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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8 -0.2462 126.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5.27%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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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3,900,065.77 3,449,451,697.35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56,482,638.74 2,421,801,578.62 1.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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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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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市红珠

山宾馆 
国有法人 7.01% 36,924,750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六组

合 

其他 0.85% 4,478,588 0   

阿拉丁传奇

旅游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0% 3,700,000 0   

湘财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7% 3,000,600 0   

#王宇豪 境内自然人 0.56% 2,973,200 0   

#王学勤 境内自然人 0.51% 2,708,900 0   

谭汉磊 境内自然人 0.44% 2,3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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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 1,965,765 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华

中小盘精选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6% 1,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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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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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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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期票据 
15 峨眉山旅 

MTN001 
101558027 

2015 年 07 月 16

日 

2022 年 07 月 15

日 
199,700,423.07 5.3%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7.14% 26.1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52 -4.63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7月2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峨乐旅集团《关于更名及出资人变更的函》，控股股东“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

旅游集团总公司”经改制已更名为“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峨乐旅集团股权结构情况变更为乐山市国

资委持有90%的股权、四川省财政厅持有10%的股权。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峨眉山管委会变更为乐山市国资委。上述更

名事项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该事项公司已于2021年7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进行了

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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