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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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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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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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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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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为 41,761,693.49 元，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 70,671,958.47 元，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224,844,358.39元。 

为满足公司未来资金需求，结合公司所处发展阶段，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一）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10%，为 7,067,195.85元； 

（二）不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 

（三）公司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未分配利润将留存公司用于再发展。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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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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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08-6-8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

区中山路608-6-8 

电话 0411-84685225 0411-8468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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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属于旅游服务行业，主要产品或服务为建设、经营水族馆、海洋探险人造景观、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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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标本陈列馆、船舶模型陈列馆、餐饮、酒吧等。 

公司在大连市建成运营的项目有：圣亚海洋世界核心景区，包括圣亚海洋世界、圣亚极地世

界、圣亚珊瑚世界、圣亚深海传奇、圣亚恐龙传奇。2001 年获评国家首批 AAAA 级旅游景区（点）。 

公司在异地建成运营的项目有：哈尔滨极地馆，2005 年开业，位于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是

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四大景区之一。2009 年获评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点）。 

公司二十余年专注于文化旅游景区开发运营，始终坚持发展海洋动物文化为主业。按照公司

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既定“大白鲸计划”发展战略，认真落实以“海洋文化＋复合业态”的协同模

式，推进全文化产业链和第五代海洋公园/开放式主题公园、旅游产品生活化、轻资产景区运营/

托管的一条产业链和三条产品线的体系构建。实现链上企业共赢、整体竞争力倍增的跨地区、跨

行业的大型文旅产业项目。 

（二）公司所在行业情况说明 

2019 年，旅游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国内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稳步增长，入境旅游市

场基础更加稳固。旅游业对 GDP 的综合贡献和就业影响逐渐增大。 

（1）国内旅游市场中观光旅游仍然是基础市场，文化休闲需求日渐凸显，休闲度假稳定发展。

观光游览仍然是国内居民的主要出游动机之一，休闲度假人均花费增长较快，城镇居民和农村居

民的休闲度假费用均呈逐渐上涨趋势。中西部旅游产业化速度逐渐高于东部，东中西三大区域之

间的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 

（2）文旅融合经济效应逐步释放，各地文化建设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逐渐清晰。文旅融合将给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提供新动能。居民增收助推旅游

消费活力进一步释放。 

（3）主客共享成为旅游发展新思路。主客共享理念在各省、市不断实践。江苏省发力供给侧

与全域旅游创建推动主客共享；上海市文化地标助力打造主客共享高品质世界旅游城市；广东省

推动全域旅游共建共享；重庆市优化旅游公共服务实现主客共享等。 

（4）年轻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推动旅游市场深刻变革。90 后已经成为旅游的中坚力量，有品

质且时尚的产品逐步走俏旅游市场。避暑旅游、冰雪旅游、夜间旅游、房车旅游、邮轮旅行、山

地旅游、博物旅游、体育旅游等时尚旅游需求发展。 

（5）海洋主题公园市场竞争依然激烈。从行业内的收入结构来看，目前门票仍是最为主要的

收入来源，餐饮、周边等其他服务增长迅速，占比也在逐渐提升。居民收入增长及科技创新等为

海洋主题公园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逐步向注重体验互动等新业态升级，不断开发高质量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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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日益提升的旅游消费需求。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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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184,807,503.01 1,795,582,621.14 21.68 1,163,549,536.57 

营业收入 318,726,590.25 347,656,171.06 -8.32 344,761,790.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761,693.49 57,656,065.79 -27.57 55,459,773.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2,798,155.14 40,872,850.38 4.71 48,622,857.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51,140,987.29 504,580,752.58 9.23 438,527,484.2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3,065,359.77 113,028,721.72 -17.66 104,964,173.4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242 0.4476 -27.57 0.430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242 0.4476 -27.57 0.430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86 12.34 减少4.48个百分

点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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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72,777.13 86,493,486.31 144,883,402.52 43,076,92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517,026.90 16,110,543.38 65,447,164.51 -31,278,98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8,723,726.96 16,745,717.33 58,793,345.62 -24,017,18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67,166.11 49,067,270.69 64,013,629.21 -16,848,3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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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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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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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

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0 30,945,600 24.03 0 质押 30,945,600 国有

法人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 

12,655,237 12,655,237 9.83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

－磐京稳赢 6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6,607,540 6,607,540 5.13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高建渭 -287,980 5,265,875 4.0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N.Z.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 

-1,287,987 5,164,973 4.01 0 无 0 境外

法人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856,140 4,950,000 3.84 0 质押 4,2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大连神洲游艺城 0 3,438,400 2.67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杨渭平 -1,885,557 3,291,021 2.5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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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立女 -2,186,559 2,926,297 2.2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刘根林 2,181,609 2,697,509 2.0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股东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与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磐京稳

赢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磐京稳赢 3号混合策略私募投资基金为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 19,320,377股，持股比例 15%。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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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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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872.66 万元，比上年同期 34,765.62 万元，减少 2,892.96

万元，减少幅度为 8.3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30,178.90 万元，比上年减少 1,367.64万元，减幅

4.34%，主要系旺季期间受不可抗力台风登陆江浙、山东、辽宁等主要客源地影响，游客出行受阻，

游客量下降，大连项目门票收入下滑；局部老场馆改造期间客单价小幅下调所致；其他业务收入

1,693.76 万元，比上年减少 1,525.32万元，减幅 47.38%，主要系去年同期管理输出项目实现动

物饲养服务费收入 1,218 万元，本期不发生所致。本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76.17 万元，同比上年减少 1,589.44 万元，减幅 27.57%，主要系本期收入下降所致。基本每

股收益 0.3242 元，同比上年减少 0.1234 元，减幅 27.57%。本年度非经常性损益-103.65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279.82万元，同比上年增加 192.53万元，

增幅 4.7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为 0.3323元，同比上年增加 0.0150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

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1） 

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2）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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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五。 

于 2019年 1月 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 2019年 1月 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 1月 1日 分类和 

计量影响 

（注 1） 

金融

资产 

减值

影响 

小计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8,600,000.00  -18,600,000.00    -18,600,000.00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21,872,528.64    21,872,528.64  21,872,528.64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资产合计 1,795,582,621.14  3,772,528.64    3,772,528.64  1,799,355,149.78  

递延所得税负债 84,140,750.77  1,023,536.43    1,023,536.43  85,164,287.20  

负债合计 1,005,652,117.32  1,023,536.43    1,023,536.43  1,006,675,653.75  

其他综合收益   -1,551,007.79    -1,551,007.79  -1,551,007.79  

未分配利润 170,344,230.62  4,300,000.00    4,300,000.00  174,644,230.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789,930,503.82  2,748,992.21    2,748,992.21  792,679,496.03  
 
注 1：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将以前年度被分类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的无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三无”股权投资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将以前年度被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的结构化主体的份额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并根据其流动

性列报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同时，相应调整递延所得税负债及未分配利润、其他综合收益。 

（2）执行新债务重组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

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规定对于 2019年 1 月 1 日至准则实

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 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会计估计变更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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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会计估计变更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 
相关会计估计变更已经本

公司董事会批准 
2019 年 1 月 1 日  

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随着生物资产饲养技术的进步，饲养环境的改善，结合目前动物的生存年限、健康状况及繁

育情况，为更加客观真实的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公司重新核定生物资产的折旧

年限。自从 2019年 1月 1日起调整部分生物资产折旧年限，由 5年变更为 15年。 

本公司对生物资产的折旧方法采用年限平均法，具体变更明细如下： 

资产类别 变更前预计使用寿命 变更后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极地展示生物 5 年 15 年 10% 

贵重海洋展示生物 5 年 15 年 10%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使公司 2019年减少生物资产折旧计提 487万元，影响 2019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352万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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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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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子公司 二级 47.87 55 

北京蓝色奔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天津圣亚旅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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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大白鲸海洋世界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35.52 29.02 

圣亚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 100 

大白鲸世界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61 61 

深圳市奥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0 80 

圣亚奥美（深圳）文旅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控股子公司 三级 - - 

重庆顺源政信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子公司 四级 - - 

鲸天下旅游景区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40 40 

重庆市鲸天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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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舟山鲸天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40 100 

大白鲸海岸城（营口）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0 80 

大白鲸世界（淳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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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和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控制的依据说明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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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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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顺源政信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本报告期由控股子公司圣亚奥美（深圳）文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投资设立，并作为劣后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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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双宏 

日期 2020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