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年度报告 

1 / 6 

公司代码：600054                                           公司简称：黄山旅游 

          900942                                                     黄山 B 股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2 年 4 月 

 
 
 
 



2021 年年度报告 

2 / 6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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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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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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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公司2021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2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上述B股股利以美元派发，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间价计算。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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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旅游 600054 /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黄山B股 900942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  维 黄嘉平 

办公地址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天都大道5号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天都

大道5号 

电话 0559-2586698 0559-2586678 

电子信箱 hslydw@126.com hstd56@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处行业为旅游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

属于“N78 公共设施管理业”。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

经济作用逐步增强，在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作用日益凸显，旅游

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目前旅游行业已经成为我国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旅游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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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美好生活”的核心构成，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内容。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旅游市场持续

向好和稳定发展格局没有改变，旅游行业依然承担着稳就业和促消费的压舱石和加速器的作用。

但是同时，作为典型敏感性行业，旅游行业对外部经济、政治、社会和自然条件依赖性较强，易

受突发性、社会性事件直接传导影响。 

报告期内，随着《“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以及乡村振兴、金融支持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等旅游供需利好政策的集中释放，旅游行业产业动能进一步集聚，旅游产业加速升级，“旅游

+数字经济”等跨界融合不断深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旅游行业的发展。报告期内，随着国内新冠

疫情的有效控制和新冠疫苗的全民接种，上半年旅游市场整体呈现稳步复苏态势，旅游消费信心

出现一定程度回升，旅游需求的释放给旅游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但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国

内疫情防控形势受到全球疫情持续演变的不断挑战，国内疫情防控已常态化，特别是下半年国内

局部地区零星疫情时有发生，再次给旅游市场造成较大程度的冲击。目前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了 2021年国内旅游数据情况，根据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结果，2021年，国内旅游总人次 32.46亿，

比上年同期增加 3.67 亿，增长 12.8%，恢复到 2019年的 54.0%；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消费）2.92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0.69 万亿元，增长 31.0%，恢复到 2019 年的 51.0%。整体来看，2021

年旅游市场表现疲软，市场预期的“报复性增长”并未到来，行业发展亟需提振信心。 

1、景区业务：公司经营黄山风景区、花山谜窟风景区及太平湖风景区，主要提供旅游观光和

休闲度假等服务。公司现为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副会长单位，多年来，公司在景区运营管理上不断

创新，积累了丰富经验，储备了一批专业性、技术性、实用性景区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人才，

主编了国家标准《山岳型旅游景区清洁服务规范》和团体标准《风景名胜区游道建设技术规范》，

参编了团体标准《景区玻璃栈道建设标准》，是中国山岳型景区运营管理的标杆。报告期，花山谜

窟景区综合提升工程项目已完工并开园营业。 

2、索道业务：公司拥有黄山云谷索道、玉屏索道、太平索道及西海观光缆车，主要提供客运

观光服务。公司现为中国索道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国际索道协会会员单位，旗下索道均为 5S等级

索道和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单位。一直以来，公司索道的安全管理、设备维护、服务质量均处于

全国一流水平，先后参与了索道行业相关国家法规、标准及各类技术手册的编写和索道行业课题

研究，成功对江西灵山索道、上海世博会和浙江龙游六春湖索道实施了品牌、技术及管理输出。 

3、酒店业务：公司拥有各类酒店十余家，主要提供住宿餐饮等服务，黄山景区内主要分布北

海宾馆、狮林大酒店、西海饭店、排云型旅酒店、白云宾馆和玉屏楼宾馆，黄山景区外主要分布

汤泉大酒店、轩辕国际大酒店、黄山昱城皇冠假日酒店和黄山国际大酒店，其中由洲际酒店管理

集团受委托管理的昱城皇冠假日酒店，是黄山市首家引进国际高端酒店管理品牌的五星级休闲度

假与会议酒店。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已形成景区酒店的管理品牌及标准，并搭建了以“雲麓”

为主品牌的“雲”字号品牌矩阵，其中雲亼·曙光里为高山精品山宿、雲野@排云型旅为超中端生

活方式主题酒店。报告期，北海宾馆改造和雲亼·狮林崖舍项目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4、旅行社业务：公司旅行社业务涵盖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会展服务和疗休养等

方面。公司下属的黄山市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是安徽省旅行社协会会长单位，为安徽省 5A级旅行

社，全国首批旅游标准化示范企业，连续多年荣获“全国百强旅行社”。 

5、徽菜餐饮业务：公司依托黄山旅游品牌、资源、资金及人才优势，以“徽商的厨房、家乡

的味道”为发展定位，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徽文化主题餐饮品牌，分别在北京、天津、杭州、合肥、

济南、宁波和黄山等地开设连锁主题餐饮门店，主要提供徽菜餐饮等服务。公司徽菜餐饮板块先

后荣获“中华餐饮名店”“中国徽菜名店”“中国十大特色餐饮品牌”“中国十佳文化餐饮品牌”“杰

出餐饮品牌企业”等多项荣誉，逐步形成了徽菜体验中心、黄山旅游及徽文化推广中心和徽州特

色产品展示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实现业务领域的扩张。 

6、智慧旅游业务：公司顺应旅游市场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依托黄山风景区旅游资源，整合

黄山市及周边文旅产业要素，开展旅游目的地智慧旅游建设和运营业务，主要业务涵盖黄山旅游

官方平台运营、新媒体运营、OTA 业务承接、旅游产品和活动策划，旅游服务接待和旅游商品在

线销售等。报告期，公司联合蚂蚁集团成立安徽途马科技有限公司，将以“黄山旅游官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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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整合各方品牌及资源优势，创新打造主客共享的“目的地新旅游新生活”一站式新服务

平台，同时加快开发智慧景区系统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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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5,150,077,687.08 4,893,855,661.57 5.24 4,967,778,43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295,170,053.73 4,262,652,858.90 0.76 4,359,078,733.18 

营业收入 895,205,492.93 740,843,191.93 20.84 1,606,740,374.50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867,028,280.57 719,749,823.86 20.46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3,470,966.41 -46,372,731.00 不适用 340,186,58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003,324.56 -101,858,921.55 不适用 312,954,319.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3,834,094.07 -1,035,807.49 不适用 426,133,14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2 -1.05 

增加2.07

个百分点 
8.2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6 -0.06 不适用 0.4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6 -0.06 不适用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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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90,427.22 313,662,169.20 208,219,026.95 226,233,86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1,909,189.56 66,410,175.72 -9,881,913.98 18,851,89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9,612,380.77 55,731,475.22 -16,827,087.07 -50,295,33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556,141.61 70,978,471.72 26,656,520.16 16,755,243.8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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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7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04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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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黄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0 296,595,750 40.66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67,376 10,264,718 1.41 0 未知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6,143,901 9,212,879 1.26 0 未知 

  

其他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

资金 
-248,100 8,952,038 1.23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精选灵活配置定

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5,854,271 7,963,371 1.09 0 未知 

  

其他 

GAOLING FUND,L.P. 0 6,169,215 0.85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0 6,167,354 0.85 0 未知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洞见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871,652 4,871,652 0.67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匠心两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18,939 4,778,739 0.66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724,800 3,642,103 0.50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黄山旅游集团与其余 9名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

余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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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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黄山景区累计接待进山游客 167.42 万人，较去年同期 151.15 万人增加 16.27 万

人，增幅 10.76%；索道及缆车累计运送游客 362.0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313.20万人次增加 48.87

万人次，增幅 15.60%；实现营业收入 89,520.55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5,436.23 万元，增幅

20.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47.1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8,984.37 万元，同

比扭亏为盈。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