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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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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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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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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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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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411-84685225 0411-8468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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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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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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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513,130.43 1,020,392,402.41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9,177,033.94 401,467,710.35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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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9,795.59 19,809,746.82 56.39 

营业收入 132,895,339.14 115,387,137.58 1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09,323.59 2,472,946.92 14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83,883.21 4,670,898.34 32.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5 0.65 增加0.9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64 0.0269 146.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64 0.0269 146.8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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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9,066 0 质押 4,60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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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3,27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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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境内非 1.91 1,760,024 0 无 0 



公司－农银汇理消费主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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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1,73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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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妮 境内自

然人 

1.55 1,42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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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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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依托核心项目多年的品牌优势、产品优势、运营管理经验及“大白鲸计划”

旅游产品生活化的拓展实践，持续打造以“海洋文化”为核心的年轻化、潮流化、生活化的地标

式旅游及娱乐休闲目的地。在满足行业消费升级的需求下，加大客源市场的纵深辐射及带动，在

同业竞争白热化的态势下，实现营业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增长。2017 年上半

年，按照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大白鲸计划”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异地项目的开发和

建设,目前公司各异地项目正按照年度工作计划稳步推进中。 

（一）营销工作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不一样的海洋”的品牌主张，持续打造以“海洋文化”为核心的 

年轻化、潮流化、生活化的地标式旅游及娱乐休闲目的地。推行节令特色主题活动、专项优惠以

及公益活动。其中，针对春节、情人节、母亲节、国家旅游日、儿童节、周年庆、父亲节 7 大节

庆推出专项营销活动；针对大学生、应届中高考、大学毕业生、亲子家庭等专属客群推出特惠活

动。启动第三届海洋文化季，推出“加勒比海盗节”、第二届导游节，推广“圣亚+鲸MALL”旅游+潮

流商业的拓展实践；上半年共计举办 4 场公益活动：在春节邀请不能回家、坚守岗位的城市清洁

工作人员免费游海洋；在世界孤独症日推出孤独症家庭免费游海洋活动，包括接待东港市孤独症

康复机构社会融合活动，提供机构孤独症家庭免费游玩，并联合星巴克举办“点亮蓝灯，献爱星星



的孩子”专项活动；在母亲节针对出租车群体推动携母亲免费游活动。同时联合旅游上下游机构组

织跨界营销活动，将大连海洋文化产品深入东三省各城市推广，通过多种营销及促销方式，持续

提升公司品牌的认可度及关注度。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先后获得去哪儿网颁发的“最具人气旅游景区 TOP10”奖杯及证书、美团网颁

发的“最受用户欢迎的海洋馆”、携程旅游网颁发的“最佳国内旅游景点”、东港市童盈心理健康培

训中心颁发的“快乐小海豚”公益活动锦旗及中国商业地产行业发展论坛颁发的“中国商业品牌创

新人物奖”。  

   （二）综合管理工作 

    为保障公司健康稳定发展，根据公司 2016 年度内控报告及内控审计报告和公司组织架构设置

现状结合公司各项日常工作操作流程，公司修订内控制度，持续完善内控体系。对公司《综合制

度手册》《安全制度手册》和《记录汇编手册》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结合公司内控要求对采购工

作和供货商管理工作相关的相关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结合金蝶 EAS 软件上线使用，资金支付、

固定资产、生物资产及出入库等工作上线管理的具体要求，对工程及招投标制度进行了修订和完

善。结合公司日常经营及内控管理实际情况等具体要求，将《安全制度手册》新增至 20 项安全管

理制度，新建公司《办公用品管理办法》、《对外项目综合协同暂行办法》等多个制度。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公司与美世咨询公司合作启动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项目，引入先进的人

力资源管理方法和工具，从控股公司管控模式、薪酬体系、绩效考核体系、领导力发展，专业人

才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先进管理方法的导入、优化和落地，使各项目公司间形成资源共享、综合

统筹、分级管理、相互协调，提升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搭建完成了岗位专业序列，针对核

心关键岗位员工设定专业能力及领导力培养机制，下半年将继续进行领导力提升培训，以实现员

工成长与公司绩效双赢。 

（三）公司信息化建设工作 

报告期内，完成公司原有网络布局的整合升级，实现公司网络全覆盖，提高了公司网络安全

性能，保证网络使用的安全性及灵活性，改善网络办公环境。同时，完成公司远程视频会议系统

的安装，有效配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开发建设，消除时间、空间差异，随时随地实现异地团队

远程交流，满足目前公司异地项目团队沟通需求，整合升级后的网络环境为公司信息化建设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完成公司视频监控系统改造，全面更新场馆内外数字化监控头，完善场馆及相关外部场地视

频监控布点，视频监控服务器并入公司大网络，实现办公区域直接登录监控馆内各场馆，保证了

场馆游览区域无死角、全监控覆盖，实现信息数据的时时更新，准确掌握馆内各区域客流量及安

全状况，确保旅游高峰期场馆内各区域客流的安全平稳流动，为公司安全高效运营及科学管理提

供全面的数据支持。 

经过多年建设，2017 年公司信息化建设已初见成效，逐步完善、优化控股公司组织架构、各

部门职能以及工作流程，围绕着公司 OA 办公系统形成了以采购、工程建设管理、财务、审计、

营销、销售、运营、海洋资产管理和海洋信息采集系统等新的运营管理体系，有效梳理了公司成

立 20 多年以来积累的丰富管理运营经验，为创建公司本部及异地项目的可复制、可输出的全新管

理、运营模式，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四）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32,895,339.14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5.17%，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9,323.59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47.05%，基本每股收益为 0.0664 元/

股，比去年同期增加 146.84%。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856,505.02 元，营业利润为

17,162,540.13 元。哈尔滨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716,148.33 元，营业利润为 6,008,150.34 元。 

2017 上半年公司业绩增长主要原因为：公司持续不断的产品创新和拓展实践，对景区客流量

增长发挥积极作用。上半年提高核心表演产品的互动性及观赏效果，加大营销宣传力度，着力提



升公司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2017 上半年公司客流量和销售收入均增加，使得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公司技术输出淮安项目本期较去年同期增加实现服务收入，使得 2017 年上半年收入增长。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