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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8                            证券简称：峨眉山 A                            公告编号：2017-12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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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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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亚黎 董事 因公出差 周栋良 

古树超 董事 因公出差 邹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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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26,913,10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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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号 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 41 号 

传真 0833-5526666 0833-5526666 

电话 0833-5528075 0833-554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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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从事峨眉山风景区游山门票、客运索道、宾馆酒店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旅游服务的经营。本报告期，游山门票收

入占营业收入的42.14%；客运索道收入占营业收入   28.01%；宾馆酒店收入占营业收入1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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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等7个政策法规的出台，旅

游产业成为了国家调供给、改结构、促增长的重大战略方向。我国的旅游业开始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爆发式繁荣期。公司

地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地，是全国5A级风景区，四川省唯一的旅游类上市公司，四川省旅游企业龙头。未来几年，

是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公司将一手抓门票、索道、酒店等传统产业，通过构建网络营销服务体系，打通景区“大

小循环”，实现景区游客的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手抓新兴产业，在夯实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拓展由旅游产业派生出的茶叶、

文化演艺、旅游养生、智慧旅游等新兴产业，使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相互促进、相互驱动，推动公司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041,579,179.44 1,065,500,331.79 -2.25% 993,663,48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199,521.16 196,248,208.16 -2.57% 189,503,99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353,299.91 140,834,343.52 9.60% 190,294,960.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641,474.82 269,264,436.45 -8.77% 315,846,626.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29 0.3724 -2.55% 0.35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29 0.3724 -2.55% 0.35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5% 10.70% -1.35% 11.2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2,635,543,020.68 2,468,506,311.08 6.77% 2,205,115,82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50,912,241.86 1,912,405,124.27 7.24% 1,763,579,095.2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1,421,798.46 240,977,114.03 339,965,620.51 219,214,64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33,529.63 43,353,749.24 85,317,261.37 46,494,98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91,767.13 42,421,343.60 88,393,463.20 7,446,72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1,438.13 49,047,640.77 140,158,534.19 52,863,861.7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22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57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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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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市红珠山

宾馆 
国有法人 7.01% 36,924,750    

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华

泰组合 

其他 2.18% 11,484,072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三组合 
其他 1.90% 1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均衡

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3% 9,666,895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1.67% 8,799,998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三组合 
其他 1.52% 7,999,539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七组合 
其他 1.36% 7,183,27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价值

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 6,500,086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双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4% 5,99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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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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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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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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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1、公司主要从事峨眉山风景区游山门票、客运索道、宾馆酒店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旅游服务的经营。本报告期，游山门票收

入占营业收入的42.14%；客运索道收入占营业收入   28.01%；宾馆酒店收入占营业收入17.13 %。 

2、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等7个政策法规的出台，旅

游产业成为了国家调供给、改结构、促增长的重大战略方向。我国的旅游业开始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爆发式繁荣期。公司

地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地，是全国5A级风景区，四川省唯一的旅游类上市公司，四川省旅游企业龙头。未来几年，

是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公司将一手抓门票、索道、酒店等传统产业，通过构建网络营销服务体系，打通景区“大

小循环”，实现景区游客的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手抓新兴产业，在夯实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拓展由旅游产业派生出的茶叶、

文化演艺、旅游养生、智慧旅游等新兴产业，使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相互促进、相互驱动，推动公司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游山门票收入 438,919,553.53 155,344,153.92 35.39% -4.20% -1.47% 0.98% 

客运索道收入 291,750,877.18 213,232,734.55 73.09% -8.21% -11.53% -2.74% 

宾馆酒店服务业 178,466,828.00 16,753,030.73 9.39% 0.63% 2.76% 0.2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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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处置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峨眉山万年实业有限公司 

股权处置价款 77,219,927.00 

股权处置比例（%） 94.29 

股权处置方式 转让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2016年9月30日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据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交割

日的期间，标的公司所产生的损益由受让方享

有或承担。”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

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49,801,878.17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的比例 0.00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的账面价值 0.00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的公允价值 77,219,927.00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剩余股权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股权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损益的金

额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持股比例% 净资产 净利润 

德宏州天祥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100% 59,367,291.56 -632,708.44 

峨眉环球智慧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新设 100% 20,043,401.80 43,401.80 

（2）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已申请清算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净资产 净利润 

北京国安峨眉茶业有限公司 50.00             -2,866,351.56                 -349,9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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