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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发行数量：108,030,000 股 

发行价格：4.43 元/股 

发行股票性质：人民币普通股（A 股），限售条件流通股 

募集资金总额：478,572,900.00 元 

募集资金净额：465,695,541.51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08,030,000 股，将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认购情况及限售期安排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锁定期（月） 

桂林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108,030,000 478,572,900.00 37.20 36 

本次发行完成后，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

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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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差异是由四

舍五入造成的。 

 

桂林旅游、公司、本公司、

上市公司、发行人 
指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978”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控股股东 指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指 桂林旅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

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

构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除特别指明外，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http://www.baidu.com/link?url=1v495pjp496Vw7co-sGEI_1SWZq3L4Sgc-ea0QwPdWaHDw5gB_0Xzsm3thjRtOymRq1-XxohrTynTnRysEBtrlDLyCFayBYEkZpbBPGxBqgG-ZSxorr55F57g1Nnl7wWxsgwtMhS63ftTZAcBSBCY22nCuVLN_THeYWw4dhhJuMSUllpMZDKu-slvjQ40EBdLCKbFEVJBvvRiw-Ekd8H4aDRGVZqMdVNgOG1Aw5Llo6W9zhXoy1_LvHlYYpGONzKNexR7wc8tZipa5UEuqkdm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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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Guilin Tourism Corporation Limited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简称 桂林旅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代码 000978 

注册地址 广西桂林市翠竹路27-2号 

办公地址 广西桂林市翠竹路35号天之泰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飞影 

董事会秘书 黄锡军 

发行前注册资本 36,0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00708618439A 

电话 0773-3558976/0773-3558955 

传真 0773-3558955 

电子信箱 gllyzqb@163.com；glly000978@163.com 

所属行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经营范围 

游船客运、旅游观光服务；旅行社业务经营、旅游工艺品制造、

销售，卫星定位产品的销售及监控服务（无线电发射及地面卫星

接收设施除外）；文化艺术活动策划、文艺创作与表演；机票、
车票、景区门票代理；房屋、场地租赁；车、船、机械设备租赁；

国内各类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物业服务；以下经营范

围仅供分支机构使用（漓江码头管理、旅游餐饮服务及其它旅游
服务，汽车出租、酒店、客运站，停车场管理服务，食品生产、

经营）。 

成立日期 1998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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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为向特定对象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0 年 10 月 14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2020 年 10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 

3、2021 年 10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发行人

董事会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即自有效期届满之日

（2021 年 10 月 29 日）起延长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 

4、2021 年 10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 

（二）本次发行的国资委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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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0 日，桂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桂林市国资委”）批复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三）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 年 6 月 7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1 年 6 月 25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桂林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67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108,030,000 股新股，核准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17 日，有效期 12 个月。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后，发行人向本次发行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股票。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数为 108,030,000 股，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108,030,000 股新股的要求。 

五、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发行价格为 4.4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且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

资产。 

六、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78,572,9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2,877,358.49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65,695,541.51 元。 

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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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不含增值税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 12,500,000.00 

律师服务费 283,018.87 

验资费 94,339.62 

合计 12,877,358.49 

七、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及本次发行相

关方案，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拟认购数量为 108,030,000 股，

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 4.43 元/股，拟认购金额为 478,572,900.00 元。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向认购对象发

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截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认购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安信证券的发行专用账户。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实收情况之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2]第 5-00003 号）。

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4:42 止，安信证券已收到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共

计人民币 478,572,900.00 元（大写：肆亿柒仟捌佰伍拾柒万贰仟玖佰元）。2022

年 5 月 24 日，安信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尚需收取的保荐与承销费用后的余

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大信验字[2022]第 5-00002 号）。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止，发行人实

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8,03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78,572,9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2,877,358.49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 465,695,541.51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8,030,000.00 元，增加资本

公积人民币 357,665,541.51 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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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8,572,9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与安信证券及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

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十、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22 年 5月 31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

易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十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08,030,000 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桂

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桂林市七星区自由路（原：花桥街5号楼1-3层） 

通讯地址 桂林市象山区翠竹路35号天之泰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飞影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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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1994年4月9日 

经营期限 长期 

注册资本 71,2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002826629925 

经营范围 

餐饮服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住宿服务（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旅游业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名胜风景区管理；旅

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建设工程施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企业管理咨询。 

实际控制人 桂林市人民政府 

（二）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对象 
发行价格 

（元/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占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桂林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4.43 108,030,000 478,572,900.00 37.20 

本次发行对象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

排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关联交易情况已按规定公开披露，并按照有关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详细情况请参阅桂林旅游登载于证券监管部门

指定媒体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

方的情形。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发行对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由桂林市国资委 100%出资

成立，不是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不涉及由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管理并进行有关投资活动，或者受托管理任何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形，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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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 

（五）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以及发行对象

出具的说明，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为

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

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发行对象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十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

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桂林市国资委、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规模和发行股

份锁定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及已报备中国证监会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的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

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发行对象除外）资金用于

本次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三、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认为： 



14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 

2.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成就，合同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行

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 

4.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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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已于 2022 年 5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向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

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证券代码：000978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

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

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6 

第四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6,120,473 18.36 无限售条件股份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57,616,000 16.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舒峥 5,173,800 1.44 无限售条件股份 

卢灿理 3,048,700 0.85 无限售条件股份 

司徒雯影 2,590,900 0.72 无限售条件股份 

倪玉生 2,337,700 0.65 无限售条件股份 

刘立 2,060,000 0.57 无限售条件股份 

阿拉丁传奇旅游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00,000 0.56 无限售条件股份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777,700 0.49 无限售条件股份 

桂林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1,577,431 0.44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144,302,704 40.08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以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股东名册为测算基础，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

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

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种类 

桂林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74,150,473 37.20 
无限售条件 66,120,473股； 

限售股 108,030,000股 

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57,616,000 12.31 无限售条件股份 

舒峥 5,173,800 1.11  无限售条件股份 

卢灿理 3,048,700 0.65  无限售条件股份 

司徒雯影 2,590,900 0.55  无限售条件股份 

倪玉生 2,337,700 0.50  无限售条件股份 

刘立 2,060,000 0.44  无限售条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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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丁传奇旅游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00,000 0.43  无限售条件股份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777,700 0.38  无限售条件股份 

桂林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1,577,431 0.34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252,332,704 53.90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份发行前后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新股 108,030,000 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48,075 0.01 108,030,000 108,078,075 23.0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360,051,925 99.99 - 360,051,925 76.91 

股份总额 360,100,000 100.00 108,030,000 468,130,000 100.00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108,030,000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

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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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1 

2022年1-3月

/2022年3月末 

2021年1-12月

/2021年12月末 

2022年 1-3月

/2022年 3月末 

2021年 1-12月

/2021年 12月末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1980 -0.5906 -0.1523 -0.4543 

每股净资产

（元/股） 
2.9023 3.1108 3.2274 3.3877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相应增加，总负债将相应减少，公司

的资本结构将得到优化，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8,572,9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对现有

业务及资产进行整合。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

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行法

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

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导致新增同业竞争或者潜在同业竞

争。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产生其他的关联

交易。

                                                             
1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1 年、2022 年 1-3 月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1 年、2022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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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

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发行人 2022 年 1-3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3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576,270,046.11 2,556,072,476.94 2,666,294,373.18 2,871,037,043.45 

负债总额 1,531,135,717.78 1,435,888,354.96 1,312,326,803.59 1,273,093,622.78 

所有者权益 1,045,134,328.33 1,120,184,121.98 1,353,967,569.59 1,597,943,420.67 

少数股东权益 12,672,323.12 16,407,065.92 37,498,692.41 5,681,436.69 

2、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总收入 22,219,223.05 238,740,666.57 255,027,525.93 606,147,910.89 

营业总成本 94,051,177.44 447,962,382.93 485,738,641.56 621,702,280.39 

营业利润 -74,651,133.49 -228,989,113.71 -291,201,947.34 41,838,077.98 

利润总额 -75,042,997.61 -229,677,779.04 -293,970,653.57 42,438,797.80 

净利润 -75,049,793.64 -234,033,447.61 -296,377,019.33 24,825,400.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71,315,050.86 -212,691,821.12 -266,454,906.80 55,018,583.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71,972,082.20 -220,213,872.42 -369,339,720.97 48,503,8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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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9,440,590.88 -31,131,786.16 -44,463,268.13 188,676,202.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663,194.24 -25,585,147.49 230,021.12 -96,619,773.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6,426,896.81 79,722,108.87 45,203,081.85 -142,665,150.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2,323,111.69 22,988,405.22 969,834.84 -50,608,720.79 

4、最近三年及一期比较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年 

3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0.46 0.44 0.76 0.52 

速动比率（倍） 0.46 0.43 0.75 0.46 

资产负债率（合并）（%） 59.43 56.18 49.22 44.34 

项目 2022年1-3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36 2.79 2.31 5.05 

存货周转率（次） 9.52 47.45 16.48 6.41 

总资产周转率（次） 0.01 0.09 0.09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87 3.07 3.66 4.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8 -17.58 -18.32 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6.74 -18.20 -26.32 3.07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 -0.20 -0.59 -0.74 0.15 

稀释 -0.20 -0.59 -0.74 0.15 

每股收益（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元

/股） 

基本 -0.20 -0.61 -1.03 0.13 

稀释 -0.20 -0.61 -1.03 0.13 

注：2022 年 1-3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未经年化处理。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结构变动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总资产组成结构如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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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3-31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流动资产 29,729.70 11.54 25,865.61 10.12 30,859.27 11.57 24,785.42 8.63 

非流动资产 227,897.31 88.46 229,741.64 89.88 235,770.17 88.43 262,318.29 91.37 

资产总额 257,627.00 100.00 255,607.25 100.00 266,629.44 100.00 287,103.70 100.00 

从公司资产构成来看，公司资产以长期资产为主。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流

动性资产分别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8.63%、11.57%、10.12%和 11.54%；公

司非流动性资产分别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91.37%、88.43%、89.88%和

88.46%，总体较为稳定。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

存货构成，合计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8.14%、11.04%、9.06%和 10.59%；非

流动资产主要由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

产构成，合计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87.37%、85.44%、78.63%和 77.35%。 

2、负债结构变动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负债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2022-3-31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流动负债 64,035.88 41.82 59,096.09 41.16 40,397.00 30.78 47,304.09 37.16 

非流动负债 89,077.69 58.18 84,492.75 58.84 90,835.68 69.22 80,005.27 62.84 

负债合计 153,113.57 100.00 143,588.84 100.00 131,232.68 100.00 127,309.36 100.00 

最近三年，公司的负债结构以非流动负债为主，其占比总体呈下降的趋势。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分别为 47,304.09 万元、40,397.00 万元、59,096.09

万元和 64,035.88 万元。流动负债主要由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其他应付款

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构成，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36.30%、29.87%、

38.53%和 34.46%；非流动负债主要为长期借款，长期借款金额分别为 75,142.00

万元、85,962.00 万元、79,605.00 万元和 84,131.00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 59.02%、65.50%、55.44%和 54.9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长期借款主

要系公司根据各业务板块资金需求向银行借入的有息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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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总收入 2,221.92 23,874.07 25,502.75 60,614.79 

营业总成本 9,405.12 44,796.24 28,606.65 34,480.44 

营业利润 -7,465.11 -22,898.91 -29,120.19 4,183.81 

利润总额 -7,504.30 -22,967.78 -29,397.07 4,243.88 

净利润 -7,504.98 -23,403.34 -29,637.70 2,48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7,131.51 -21,269.18 -26,645.49 5,50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197.21 -22,021.39 -36,933.97 4,850.38 

2020 年度以来，公司主营业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公司各主要业务

板块收入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与维持公司持续经营及景区维护相关的人工支

出、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固定支出仍继续产生，公司各业务板块均亏

损。新冠肺炎疫情为特殊的不可抗力因素，在此期间的盈利性波动不能够真实反

映公司日常经营成果。 

4、现金流量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44.06 -3,113.18 -4,446.33 18,867.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6.32 -2,558.51 23.00 -9,661.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42.69 7,972.21 4,520.31 -14,266.5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32.31 2,298.84 96.98 -5,060.87 

2019 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规模匹配度较高，

比例在 100%左右，表明公司主营业务获取现金的能力较强，销售现金回收情况

良好。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例大于 100%，保持了较

高的现金回收比率，净利润有充足的经营性现金流量支撑，显示出公司较好的盈

利能力和盈利质量。2020 年初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各主要业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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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收入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随之下降，但与维

持公司持续经营相关的人工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固定支出仍继

续产生，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公司投资

性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变动主要受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和投资支付的现金影响所致。2018 年及

2019 年，应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漓江“精华游”

线路游船提档改造工作的通知》（漓管（2015）52 号）的要求，公司对漓江游船

的提档改造工作持续进行，天之泰产品展示中心及办公楼项目也在持续建造过程

中，投入的资金量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主要为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和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2020

年以来，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金额较大，主要为 2020 年初以来受疫情影响，

公司收入大幅减少，需增加银行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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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保荐代表人：庄国春、田竹 

项目协办人：徐英杰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电    话：0755-82558263 

传    真：0755-82825424 

二、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广西通诚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林铸 

经办律师：廖国靖、王霞 

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中泰路3号盈都·东盟时代广场5

楼 

电    话：0771-5520114 

传    真：0771-5520114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吴卫星 



25 

经办会计师：陈菁佩、刘娇娜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22层 

电    话：010-82337890 

传    真：010-82327668 

四、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吴卫星 

签字会计师：陈菁佩、刘娇娜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22层 

电    话：010-82337890 

传    真：010-8232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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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安信证券签署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书》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

荐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聘请安信证券作为桂林旅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

信息披露等义务。安信证券指定庄国春、田竹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尽职推荐期

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后当年剩余时

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

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

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安信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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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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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上市申请书； 

（二）保荐协议； 

（三）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四）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五）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六）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七）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

告； 

（八）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

律意见书； 

（九）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十）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67号）； 

（十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十二）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十三）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地点 

上市公司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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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

页）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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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

页）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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