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93                                         公司简称：大连圣亚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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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圣亚 60059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霞 惠美娜 

电话 0411-84685225 0411-84685225 

传真 0411-84685217 0411-84685217 

电子信箱 dingxia@sunasia.com hmn@sunasia.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97,850,645.27 642,382,565.45 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70,392,102.61 386,319,155.69 -4.1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809,746.82 41,550,224.83 -52.32 

营业收入 115,387,137.58 117,058,415.99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72,946.92 8,470,832.37 -7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70,898.34 4,024,886.65 16.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65 2.39 减少1.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69 0.0921 -7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69 0.0921 -70.79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278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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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

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4.03 22,104,000 0 无 0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04 7,400,000 0 无 0 

N.Z.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 

境外法

人 

7.25 6,671,900 0 无 0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01 4,609,266 0 质押 4,609,26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银汇理行业领先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69 2,471,736 0 无 0 

大连神洲游艺城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67 2,456,0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银汇理中小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7 1,998,993 0 无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农银汇理消费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4 1,965,749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8 1,818,700 0 无 0 

北京市东方成长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2 1,670,64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无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15,387,137.58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43%，营业利润

为 6,100,925.88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472,946.92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0269  

元/股。 

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120,468.55元，营业利润为 13,253,134.39元。哈尔滨子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34,298,960.34元，营业利润为为 7,933,601.19元。  

2016年上半年，国内旅游市场进入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东北地区主题乐园数量激增、国际 IP

主题公园上海迪士尼乐园开业，加剧了对客源的分流。报告期内，大连整体客流仍持续大幅下滑，

本市旅游项目客源争夺加剧，公司通过对现有项目局部改造、加强海洋文化品牌传播力度、深耕

O2O 整合营销体系建设、不读提升运营管理水平，以及“大白鲸计划”的稳步推进及整体战略实

施，使得公司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经营管理工作计

划，积极推进各新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和项目实施，积极寻求和探索上市公司资本运作新模式，

新方法，保障公司健康、平稳的运营。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9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 决 权 比 例

（%） 

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哈尔滨圣亚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北京蓝色奔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圣亚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天津圣亚海洋世界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75.76 75.76 

大连星海湾圣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70 70 

大连新世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49 70 

大白鲸世界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42.7 61 

镇江大白鲸海洋世界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70 70 

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原因、以及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

依据说明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1、在子公司中权益”。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期初相比，增加 1 户，其中：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

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圣亚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投资设立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