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可

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

投资于天目湖山水园观光电车项目、南山竹海索道升级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天目湖山水园观光电车项目 24,857.40 24,000.00 

2 南山竹海索道升级项目 7,312.71 6,000.00 

合计 32,170.11 30,000.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

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背景和必要性 

（一）天目湖山水园观光电车项目 

1、丰富山水园景区产品结构，打造新的消费增长点  

天目湖山水园景区是国家 AAAAA 级景区，自 1992 年起步至今，已发展近 30 年，是天

目湖旅游度假区的核心景区。经过公司多年来的持续投入与经营，天目湖山水园景区目前拥

有慈孝文化园、状元文化区、奇石馆、精灵国、彩蝶谷、中国茶岛、龙兴岛等景点，并开通

了湖上游船航线、高空飞降等二次消费项目，形成了复合的产品格局。 

近年来，山水园景区趋于成熟，新项目投入较少，游客接待人次稳中有升；2016 年-2018



年，山水园景区接待人次分别为 98.35 万人、100.11 万人、101.8 万人，年复合增长率 1.74%；

人均消费分别为 142.45 元、153.46 元、155.08 元，年复合增长率 4.34%。 

旅游产品的吸引力有赖于产品品质的不断打磨和新产品亮点的持续打造。为进一步提升

山水园景区的年接待人次、提高人均消费水平，公司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景区投入，打造精品

项目，丰富产品结构，提升景区整体吸引力。 

2、改善景区内部交通，提升游客消费体验 

天目湖山水园景区内，龙兴岛通过水上航线与其他景点相连接，而陆上景点游览主要依

靠步行。景区内陆地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步行游览全部景点需消耗较多的时间与体力，且一

定程度上降低游客的旅游体验。为缓解这一问题，公司近年逐步投运了一定数量的电瓶车，

进行景区内接驳运输；但为保证景区内的游客安全与游览体验，公司需严格控制电瓶车投放

数量和运行线路，对景区内交通条件的改善作用有限。 

相比之下，公司经营的另一景区—南山竹海景区，拥有观光车、索道、地轨缆车等多种

内部交通工具，内部运输能力显著优于山水园景区。 

为提升游客消费体验，公司有必要基于长远规划，利用现代化观光运输工具，系统性提

高景区内部交通体系。 

3、增加营业收入，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观光电车项目将采用国内外领先的有轨电车方案与设备，主要采用架空线路运行，在保

证安全、舒适和环保的基础上，使游客在园中穿行，饱览秀美湖景。 

项目的成功实施将提升景区产品层次和整体品质，有助于提高接待人次及人均消费水平，

从而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公司盈利水平，进而提升股东回报。 

（二）南山竹海索道升级项目 

1、提高索道运力，突破旅游旺季运力瓶颈 

南山竹海景区为国家 AAAAA 级景区，以竹文化和寿文化为主题，坐拥万亩竹林景观。

2016-2018 年，南山竹海接待人次分别为 90.63 万人、96.95 万人和 101.68 万人，年复合增长

率 5.92%，是长三角地区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景区内的索道联结地面与南山山顶，是游客登峰的主要途径之一。索道设计运力 400 人



次/小时，实际运力约 350 人次/小时，已日益不能满足景区发展的需要。在旅游旺季，景区日

接待人次峰值超过 2 万人，索道上下站区最长排队时间曾达数小时，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消费

体验。 

因此，公司亟待升级现有索道，切实提高运力水平，以突破旅游旺季的运力瓶颈。 

2、提升索道品质，提升游客消费体验 

南山竹海景区索道始建于 2002 年，至今已运行十余年，设施设备已需更新换代，且吊厢

相对简单。随着景区的不断发展和游客对旅游体验需求的不断提升，现有索道已日益无法满

足当今游客对索道舒适性的需求。 

因此，公司有必要升级现有索道，提升游客消费体验。 

3、增加营业收入，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索道升级项目的成功实施，有助于突破公司现有的运力瓶颈，提高索道的接待人次，从

而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公司盈利水平，进而提升股东回报。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1、国家和地方政策为项目提供可靠支持 

2013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城乡居民旅游休闲消费水平大幅增长。”2014 年 8 月，

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根据该意见，加快旅游业改革

发展，是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对于扩就业、增收入，推动中

西部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意义重大。2016 年 12 月，

国务院发布《“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

业总收入持续增长。 

2004 年 12 月 10 日，溧阳市人民政府下发《市政府关于同意实施溧阳市天目湖旅游度假

区总体规划（2004-2020 年）的批复》（溧政复[2004]33 号），同意澳大利亚 ANZ GROUP 设

计公司与江苏省旅游局发展咨询中心联合编制的《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04-2020

年）》。根据上述规划，在规划期内，将天目湖建成国际知名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长三角

地区首选湖滨乡村休闲度假地，使旅游业成为全市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动力产业。 



根据溧阳市旅游局编制的《溧阳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1 年-2030 年）》，溧阳市到 2030

年，争取建成 1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2-3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1 个 5A 级景区、10 个 4A 级

景区；5-10 个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将形成休闲度假、乡村休闲、文化创意、时

尚运动、会奖旅游等为主导的旅游产品体系。实现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间的紧密联合，

形成以旅游产业为龙头，各产业全面协调发展的局面。 

目前，“天目湖旅游”已成为溧阳市重要的城市名片和休闲经济增长点。国家和地方政策

对旅游行业的大力推动，为项目提供可靠的支持。 

2、稳中有增的游客人次为项目运营提供良好基础 

2016 年-2018 年，山水园景区接待人次分别为 98.35 万人、100.11 万人、101.8 万人，南

山竹海景区接待人次分别为 90.63 万人、96.95 万人和 101.68 万人，两大景区合计接待人次已

超过 200 万，且仍然保持稳中有增的态势。 

较高水平的游客接待人次，是旅游产品成功运营的重要基础，而优质的旅游产品又有助

于吸引更多的游客，产品与人次之间存在正向反馈机制。 

3、公司的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能力为项目提供经营保障 

公司由两艘快艇起家，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将山水园景区由一个人工湖泊建设成国家

5A 级景区、将南山竹海景区由一片天然山林建设成国家 5A 级景区，并打造出御水温泉、水

世界、酒店客栈等一系列优质旅游产品，形成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立体化业务格局，公

司自身也成长为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上市旅游企业，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在公司发展历程中，尤其是 2003 年改制以来，公司经营管理团队高度稳定，与公司共

同成长。 

天目湖旅游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公司优秀的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能力，与此同时，

公司及其经营管理团队的综合能力也在天目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 

公司优秀的旅游资源开发与经营能力为项目提供了良好的经营保障。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天目湖山水园观光电车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天目湖山水园景区是国家 AAAAA 级景区、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的核心景区，以山绕水、

水映山而取胜。 

本项目将在天目湖山水园景区内建设观光电车系统。公司将引进国内外领先的设计方案、

建设团队及设施设备，采用架空线路运行的有轨电车，在保证安全、舒适和环保的基础上，

使游客在园中穿行，饱览秀美湖景。 

2、项目的市场前景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天目湖地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配套设施和较高的知名度，在

长三角乃至华东地区旅游市场占据重要市场地位。 

根据澳大利亚 ANZ GROUP 设计公司与江苏省旅游局发展咨询中心联合编制的《天目湖

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04-2020 年）》，在规划期内，将天目湖建成国际知名的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长三角地区首选湖滨乡村休闲度假地，使旅游业成为全市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动力

产业。 

近年来，天目湖山水园景区年接待人次已突破 100 万，并保持稳中有增的态势，为项目

提供了庞大的客源基础，结合公司优秀的旅游经营管理能力，预计市场前景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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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的投资概算及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24,857.40 万元，包含建筑工程 11,936.05 万元、设备及安装 10,055.61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57.99 万元、基本预备费 721.49 万元及铺底流动资金 86.26 万元。拟使

用募集资金投入 24,000.00 万元。项目实施主体为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4、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建设期 1 年。项目投资回收期预计为 6.83 年（所得税后，含建设期），财务内部

收益率（所得税后）预计为 12.99%。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的相关报批或备案事项正在办理中。 

（二）南山竹海索道升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南山竹海景区是国家 AAAAA 级景区，以竹文化和寿文化为主题，坐拥万亩竹林景观。 

本项目将在现有索道的原址基础上，按照高标准高要求建设新索道，实现景区索道的全

面升级。公司将引进国内外领先的设计方案、建设团队及设施设备，在保证安全、舒适和环

保的基础上，提高景区索道的运载能力，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2、项目的市场前景 

经过近十余年的发展，南山竹海景区已成为长三角地区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近年来，南山竹海景区年接待人次已突破 100 万，并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为项目提供

了庞大的客源基础。在旅游旺季，南山竹海景区日接待人次高达 2 万人次，现有索道 350 人

次/小时的实际运力严重不足，供需矛盾凸显。随着景区索道的升级，运力瓶颈将得到突破，

项目前景良好。 



 

3、项目的投资概算及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7,312.71 万元，包含建筑工程 964.50 万元、设备及安装 5,543.00 万元、工

程建设其他费用 524.51 万元、基本预备费 210.96 万元及铺底流动资金 69.74 万元。拟使用募

集资金投入 6,000.00 万元。项目实施主体为溧阳市南山竹海索道有限公司。 

4、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 

本项目建设期 1 年。项目投资回收期预计为 4.28 年（所得税后，含建设期），财务内部

收益率（所得税后）预计为 18.41%。 

5、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的相关报批或备案事项正在办理中。 

五、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可转债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改变。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为天目湖山水园观光电车项目和南山竹海索道升级项

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天目湖山水园产品结构进一步丰富，景区内部交通体系进一步完善，

有助于打造消费增长点、提升游客旅游体验；南山竹海景区索道运力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

索道乘坐体验得到提升，有助于景区营收的进一步增长。综合而言，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

公司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不断提高，为公司“巩固根据地、深耕长三角、

放眼全中国”的战略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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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投产后，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财务状况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改善，公司总资产、

净资产规模（转股后）将进一步增加，财务结构将更趋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 

六、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具有

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本次发行可转债可以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