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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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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579,975.86 675,924,097.08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51,802,765.46 357,131,933.09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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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50,224.83 24,324,693.45 70.81 

营业收入 117,058,415.99 110,355,213.59 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470,832.37 -2,241,910.8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4,024,886.65 -2,460,801.07 不适用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9 -0.7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21 -0.024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21 -0.024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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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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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神洲游艺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67 2,456,000 0 无 0 

融通资本财富－民生银行

－融通资本综艺控股金秀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6 2,262,401 0 无 0 

杨廷栋 境内自

然人 

2.20 2,020,023 0 无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1 1,940,601 0 无 0 

中国银行－华宝兴业动力

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5 1,700,915 0 无 0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

国有法

1.52 1,397,600 0 无 0 



人 

林新 境内自

然人 

1.52 1,39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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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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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17,058,415.99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07%，营业利润

为 12,297,647.04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470,832.37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0921

元/股。 

其中，大连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897,062.88 元，营业利润为 5,073,126.67 元。哈尔滨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37,090,667.70 元，营业利润为为 7,764,099.98元。   

2015 年上半年，国家宏观经济持续放缓，下行压力加大，国内旅游市场不断深化调整，游客

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外地入连旅游市场整体较去年同期延后，同业竞争对

手及旅顺、金石滩等地的项目不断进行升级改造、产品整合及大力促销，使大连旅游市场的竞争

更加激烈。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继续完善 O2O 营销模式，整合线上线下渠道及媒介，提升品牌

传播力及销售转化率，在区域旅游市场下滑的情形下，实现销售收入小幅增长；另一方面，公司

严控成本费用，报告期内经营性成本费用得到有效控制，利息费用因贷款规模减少及基准利率下

调而大幅降低，公司净利润扭亏为盈，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贯彻落实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5 年公司经营

管理工作计划及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保障公司健康、平稳的运营，有效推动公司新项目进展，

积极推进芜湖、淮安、镇江等各新项目的合作开发建设工作，积极寻求和探索上市公司资本运作

新模式，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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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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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蓝色空间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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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70 

大连昊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1 51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