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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双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湘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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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815,277.05 2,184,807,503.01 -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27,187,493.14 551,140,987.29 -4.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789,794.49 -3,167,166.11 -524.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100,473.40 44,272,777.13 -7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953,494.15 -8,517,026.90 -18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0,195,963.94 -8,723,726.96 -246.1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4427 -1.7023 减少 2.74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860 -0.0661 -181.3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860 -0.0661 -1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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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353,355.0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67,818.9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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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86,347.6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356.59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6,242,469.7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3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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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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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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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8,040 5.25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高建渭 5,265,875 4.0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N.Z.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 

5,164,973 4.01 0 无 0 境外法人 

杨子平 4,871,691 3.7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200,000 3.26 0 质押 4,2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大连神洲游艺城 3,438,400 2.67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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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立女 2,922,997 2.2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肖峰 2,465,180 1.9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30,945,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945,600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12,655,237 人民币普通股 12,65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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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8,040 人民币普通股 6,768,040 

高建渭 5,265,875 人民币普通股 5,265,875 

N.Z.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 

5,164,973 人民币普通股 5,164,973 

杨子平 4,871,691 人民币普通股 4,871,691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大连神洲游艺城 3,438,400 人民币普通股 3,438,400 

卢立女 2,922,997 人民币普通股 2,922,997 

肖峰 2,465,180 人民币普通股 2,465,1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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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0,877股，持股比例 1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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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或本期金额） （或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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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57,318,573.87 125,336,978.10 -54.27%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支付工程建

设款、股权转让款及偿还到期借

款和利息所致  

应收账款 5,664,445.93 8,408,443.91 -32.63% 
主要系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收回

部分欠款所致  

应付账款 4,781,113.73 3,248,332.95 47.19% 
主要系报告期应付部分水电费

及饵料采购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

酬 
11,861,874.16 18,392,242.38 -35.5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度计

提员工绩效考核奖金所致 

营业收入 11,100,473.40 44,272,777.13 -74.93%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根据当地政府要求，

自 2020 年 1 月下旬景区暂停营

业，未取得相关收入所致 

税金及附加 905,118.43 1,342,552.82 -32.58%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减少，增

值税附征税费相应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2,251,807.80 4,370,995.18 -48.48%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根据当地政府要求，

自 2020 年 1 月下旬景区暂停营

业，部分广告未投放所致 

其他收益 3,067,818.98 226,214.03 1256.16%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省级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补助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3,914.61 299,929.28 -62.02% 
主要系上期生物资产死亡保险

赔付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0,262.23 348,046.82 -42.46% 
主要系报告期资产处置、报废减

少所致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12,656,533.14 52,742,219.74 -76.0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根据当地政府要求，

自 2020 年 1 月下旬景区暂停营

业，未取得相关收入所致 

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4,961,434.01 2,686,950.27 84.65%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省级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补助所致 

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19,638,112.34 28,996,594.19 -32.27%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闭馆未能正常营业，公

司全员减薪；依据疫情期间国家

人社厅、辽人社等发布的社保政

策减半推迟缴纳社保费用所致 

支付的各项

税费 
2,713,170.26 7,246,022.00 -62.56%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根据当地政府要求，

自 2020 年 1 月下旬景区暂停营

业，收入减少导致相关税费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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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7,651,572.36 12,492,275.53 -38.75% 
主要系上期垫付三亚项目公司

工程款所致 

处置固定资

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2,829,501.00 1,523,570.00 85.72% 
主要系报告期预收生物资产出

售款所致 

投资支付的

现金 
20,090,100.00 30,318,495.73 -33.74%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营口项目股

权转让款所致 

说明： 

1.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根据当地政府要求，自2020年1月下旬景区暂停营业，未取得相

关收入。 

2.公司全面做好复工营业的防控举措和客流管控相关工作，做好景区随时开放的准备；疫情

期间停业不停练，苦修内功，以服务内容和品质为核心，强化丰富内涵和提升质量。 

3.公司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和担当，为表达对一线抗疫英雄医护人员的敬仰和感激，大连

圣亚在积极响应行业内发起的一线医护人员免费活动的基础上，又推出了针对大连市驰援湖北及

大连防疫最前线的800余名医护人员实施终身免费活动，并对其家属推出“英雄尊享两年畅游

卡”，对英雄的子女推出免费参加圣亚2020年全年各项研学项目的活动。哈尔滨极地馆在2020年

开展“极温暖•致敬抗疫一线工作者”公益活动，对全国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黑龙江省支援湖北

的医护人员及配偶和子女，提供全年无限次游览的免费政策。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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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