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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21-45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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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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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索道 股票代码 00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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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正 孟妍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 1 号光谷软件园 D1

栋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 1 号光谷软件园 D1

栋 

电话 027-87341812 027-87341810 

电子信箱 sante002159@126.com sante002159@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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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60,828.27 97,395,962.44 15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04,308.69  -113,288,999.80 10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69,193.94 -152,554,480.85 98.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920,663.30 -53,847,428.79 24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82 103.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82 103.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11.19%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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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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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7,697,914.39 2,712,996,633.18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19,750,195.27  1,445,849,465.1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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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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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0% 66,495,954 38,634,659 质押 53,190,000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

总公司 
国有法人 6.07% 10,763,305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9% 6,900,000  质押 3,52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4% 5,740,000    

严宇媛 境内自然人 2.02% 3,577,61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8% 2,800,000    

中国工商银行－国联安德盛

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8% 2,618,200    

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险－国联安基金中国太平洋

人寿股票相对收益型（保额

分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7% 2,597,600    

梁志鹏 境内自然人 1.19% 2,113,886    

王行远 境内自然人 0.93% 1,643,0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自然人股东罗德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41.84%的股份。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梁志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5,500 股外，还通过兴业证券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78,386 股，实际合计持有 2,113,88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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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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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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7.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0.43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04.51%，主要系报告期国内疫情缓解，旅游行业加速回暖，公司各项目分散在全国不同区域有效分散了风险，

营收恢复情况好于行业平均水平,游客人数、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上涨，同时，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大幅下降，助推业绩明显增

长。 

1、报告期公司业绩恢复迅速，各项目稳健增长。 

报告期，公司旗下主要项目经营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人次 万元 

项目简称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6 月 

接待游客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接待游客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陕西华山索道项目 48.52 3,514.97 1,064.81 10.25  676.55 -106.72  

贵州梵净山项目 65.80 9,025.46 4,391.36 35.39  5,055.75 -256.37  

海南猴岛项目 51.19 4,712.05 2,244.31 17.24  1,568.57 -112.21  

东湖海洋乐园 68.66 4,340.81 617.25 9.23  963.11 -1,110.64  

浙江千岛湖项目 36.33 1,276.90 475.70 14.73  516.37 -70.76  

江西庐山三叠泉项目 13.61 820.15 383.11 1.96  132.46 -106.13  

盈利项目小计 284.11 23,690.34 9,176.54 88.80 8,912.81 -1,762.83 

湖北南漳项目 6.14 243.69 -228.24 5.19  201.75 -230.99  

湖北崇阳项目 4.71 700.53 -473.81 1.66  350.06 -1,883.93  

湖北保康项目 4.58 144.80 -470.00 3.07  100.30 -506.83  

陕西华山宾馆项目 0.83 305.68 -78.13 0.34  147.31 -252.49  

内蒙古克旗项目 - 4.68 -971.58 - 1.16 -879.93  

亏损项目小计 16.26 1,399.38 -2,221.76 10.26 800.58 -3,754.17 

合计 300.37 25,089.72 6,954.78 99.06 9,713.39 -5,517.00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项目营业收入合计23,690.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5.80%，合计实现净利润9,176.54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620.55%。公司亏损项目营业收入合计1,399.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4.80%，合计实现净利润-2,221.76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达40.82%。 

（1）头部项目业绩表现强劲，高基数下游客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 

公司旗下贵州梵净山客运索道是帮助游客登上梵净山饱览美景的必选路径，自2009年投入运营以来，业绩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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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营业收入平均年增长率达26.7%，游客接待量平均年增长率达34%，平均年乘索率达95.82%。在高基数下，贵州梵净山项目

仍然保持稳定的业绩增速，报告期内，项目游客接待量达65.80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85.94%，同口径已恢复至2019年同

期的119.51%，再创造历史新高，实现营业收入9,025.46万元，其中，五一长假期间每日营业收入均突破100万元，展现出头

部项目优异的业绩弹性。 

（2）不断夯实自有IP，创新产品业态业绩驱动成效显著。 

公司旗下东湖海洋乐园今年新增的“魔兽城堡”项目，是武汉市首家室内外结合的家庭萌宠乐园。项目将小型动物乐

园和无动力亲子乐园相结合，满足不同年龄层的游客在娱乐、科普、休闲、互动方面的内在需求，精准贴合亲子游市场。“魔

兽城堡”项目于今年大年初一正式营业，仅春节期间，即带动东湖海洋乐园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相较2019年大幅增长74%、

53%。今年“六·一”儿童节，“魔兽城堡”项目开放夜游，这是公司在2020年提出创新转型发展并确定四条新赛道后，打

造的首个“夜游项目”，利用“声光电”技术，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光影互动探险体验。报告期内，东湖海洋乐园游客接待量

达68.66万人次，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22%，实现营业收入4,340.81万元，营业收入和游客接待量均刷新历史记录，是公

司不断创新产品业态，做大“生态主题乐园”自有IP的显著成果。 

（3）强势营销打破路径依赖，项目联动助力互通导流。 

公司旗下海南猴岛项目受区域旅游需求旺盛带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712.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0.40%，已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8.53%。5月27日，由公司投资的第一部以现实题材结合景区业态拍摄的网剧《白浪》在快手、抖音、

视频号、微博等平台同步上映播出，影片将南湾猴岛的特色旅游资源融入故事场景中，反响热烈。该部网剧是公司在营销路

径上的新尝试与突破，借助网络大流量，为南湾猴岛、呆呆岛等景区增加曝光度，强势打造网红景点。与此同时，梵净山景

区也以征集创意拍摄短视频的方式加入创意营销大部队中，并将南湾猴岛IP形象融入其中，实现项目联动，助力不同项目之

间流量互导，深化了公司品牌形象。上半年,公司营销团队与携程旅行深度合作，建立“三特旅游星球号”并开展常态化运

营，粉丝活跃度在携程内容生态中排名前1%。 

（4）财务费用大幅下降，亏损项目有效减亏。 

报告期内，公司严控成本费用，融资规模较上年同期下降近30%，新增融资成本一定程度下降，公司财务费用由去年同

期的4,518.00万元下降至今年的2,518.25万元，降幅达到44.26%。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44%，较去年同期61%明显

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亏损项目净利润合计较上年同期减亏1,532.41万元。其中，湖北崇阳项目减亏1,410.12万元，主要系

项目通过经营创新、丰富酒店类产品、大力推广新品地球仓温泉酒店、增强视频号营销等方式使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同时，

因2020年6月资产剥离导致相应贷款的财务费用同比减少418万元，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406万元。公司将继续通过合理布

局，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资产处置，增加现金流入，提升资产运营质量。 

2、从容高效应对疫情，新项目稳步推进。 

根据国内外疫情形势，中短期内疫情对旅游行业的影响较难完全消除，但公司始终恪守保生存的底线思维以及在逆境

中谋发展的逆向思维，从常态化疫情防控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一套从容高效的系统性应对策略，保护游客安全的同

时，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1）深耕索道主业，构建硬核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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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工国际全资子公司北起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文旅项目投资开发、索道课题研发、索道

行业标准编制及设备采购等方面开展长期战略合作。双方将进一步强化在索道行业上下游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共同

助力中国索道行业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双方共同拓宽优质文旅项目资源发掘渠道，围绕索道产业链，打通“投、建、营”全

业务流程，提升双方业绩增长空间，实现企业间合作共赢。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生产经营单位需“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机制”，而以设备状态监测诊断为核心的“智慧索道管理系统”是构建索道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硬核科技手段。公司

近几年来大力研发智慧索道管理并推广使用，提升了公司索道运营管理水平，夯实了安全运营基础。同时，根据物联网、云

计算、设备监测诊断技术进一步对智慧索道管理系统迭代升级，实现索道设备“预见性检修”，为索道行业智慧运管管理开

辟有效路径。 

（2）全力推动储备项目的投资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正全力加速推进储备项目的投资建设。2021年3月，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千岛湖旅业

公司投资35,298.52万元用于开发千岛湖牧心谷项目。千岛湖牧心谷项目是公司战略创新打造“生态主题乐园”IP，探索观

光游与休闲度假融合发展新路径的重要试点。该项目位于千岛湖风景名胜区内，具备绝佳的区位条件以及充足的客源，公司

将以千岛湖生态山水为基底，打造涵盖山水观光、山地运动、萌宠乐园、沉浸式体验、非标住宿等多种业态集聚的一站式旅

游目的地。2021年5月，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对千岛湖旅业公司增资6,500万元，进一步推进千岛湖牧心谷项目的打板落地。 

此外，公司珠海项目所在地石景山是珠海市中心最高峰和最佳观景点，公司正通过对石景山索道、滑道的提档升级，

创新尝试索道产品的娱乐化、体验化，加速打造由城市阳台、景山道、景山索道一体的珠海城市新“地标”。 

3、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出具公司首份《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制作并公开发布了《2020年三特索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以专

题形式呈现了公司进入旅游行业30年来始终贯穿的“保护第一、五位一体、可持续发展”价值责任体系以及2020年疫情爆发

后，全集团上下众志成城、勠力同心、多措并施的抗疫之举。 

此外，《报告》还从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员工福利、扶贫攻坚、社会公益、安全生产、智慧化运营、责任营销等多

方面展示了公司针对客户、员工、社区及投资者践行社会责任、回应各方诉求的落实情况与工作成绩。充分体现了公司主动

践行社会责任、努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内驱力。 

4、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 

今年4月，公司召开《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面向广大投资者对公司2020年度业绩进行深入剖析，并采取视频讲解、

线上问答、游戏互动等方式调动投资者积极性，引导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及旗下各项目。今年6月，公司参与湖北证监局、

湖北省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真诚沟通、互信共赢”湖北上市公司2021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就公司经营现状、竞争优势及社会责任等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充分讨论与交流，在近3小时的在线对话中，关

注公司的个人投资者与媒体记者提问40余次，公司回复率100%。未来，公司将寻找更多机会，增强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交流，

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以坚实的硬核科技实力，多元化的产品体验，以及优质的服务质量回馈市场关注。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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