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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8                            证券简称：峨眉山 A                            公告编号：2019-34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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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峨眉山 A 股票代码 0008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华仙 刘海波 

办公地址 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 639 号 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 639 号 

电话 0833-5528075 0833-5544568 

电子信箱 000888@ems517.com 000888@ems517.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28,837,089.71 524,514,682.79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110,897.25 70,035,195.63 1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4,443,637.50 70,571,302.03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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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512,567.16 145,751,918.44 2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63 0.1329 1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63 0.1329 1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6% 3.16% 0.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898,445,580.28 2,874,846,380.10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6,330,305.67 2,361,910,718.62 1.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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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省峨眉

山乐山大佛

旅游集团总

公司 

国有法人 32.59% 171,721,744 0   

乐山市红珠

山宾馆 
国有法人 7.01% 36,924,750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零四组

合 

其他 2.16% 11,399,956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零三组

合 

其他 1.90% 9,996,701 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欧恒利

三年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1% 8,502,373 0   

泰康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

公司－投连

－创新动力 

其他 1.39% 7,335,982 0   

泰康人寿保

险有限责任

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1.39% 7,328,342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

价值发现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32% 6,954,9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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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六组

合 

其他 0.93% 4,888,888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

中证四川国

企改革交易

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2% 4,310,4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乐山市红珠山宾馆无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股东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强力推进“重上峨眉山、实现新跨越”发展战略，紧扣“项目落地年”工作主题，始终坚持以党建

统领发展全局，以改革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投资回报为第一责任，科学决策、规范运作，科学应对门票降价及老年人优惠政

策调整严峻挑战，实现购票人数、营业收入、净利润“三升”的良好局面，公司综合实力持续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 “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优秀龙头企业”。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实现购票人数160.11万人次，同

比增长0.1%；实现营业收入52883.71万元，同比增长0.82%；利润总额9199.21万元，同比增长11.37%；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7711.09万元，同比增长10.10%。  

（一）夯实产业基础，经济效益增长提速 

加强索道安全运营，提高索道乘坐率，牢固树立“安全是索道的生命线”，上半年全山索道无一起事故，无一天停运。荣

获“2018年度四川省特种设备安全先进会员单位”。截止报告期末，全山索道累计运送游客323.7万人次；各宾馆酒店立足自

身特色，狠抓经营、营销、服务、品牌和成本控制，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作用，推出系列优惠活动和特色套餐产品，积极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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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市场、网络客源、高端疗养等；把握市场需求，增加住宿附加值、性价比，提高游客满意度。峨眉雪芽茶叶公司严把茶

叶质量关，控制降低成本，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完善产品线调整，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全力以赴春茶收购及营销工作。

创新服务理念，以“三心三情”为核心，重视服务产品创新，不断更新服务产品功能，以服务价值创造经济价值，持续做好服

务质量的改进和提高，公司微信公众平台，为方便在景区游览的游客，公司提供了一票通扫码购为游客提供信息化智慧服务，

极大的为游客提供快捷、便捷定制化服务。 

（二）完善基础设施，景区旅游提质升级 

大力发展智慧旅游建设。充分发挥了大数据市场化优势，做好云资源发放工作，进一步提升景区新票务系统，顺利确保

了春节黄金周和清明、五一、端午小长假线上线下系统的正常运行。紧紧围绕“项目落地年”工作主题，以项目为引领，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推进项目规划程序。完成了清音阁摩崖石刻修复项目、滑雪场应急安全疏散通道项目、40座智能化公厕

改造项目、金顶供水保障提升工程等70余项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维修任务。 

（三）强化产品创新，服务水平再上台阶 

抓创新，放大特色效应。紧跟全新重点项目，助推“1+N”品牌齐头并进，积极开展前期市场调研，创新推出路线、产品；

抓住时下热点，围绕“雷洞坪-万年寺杜鹃花海路线”“金顶-雪芽基地一日游路线”和“雪芽基地-万年寺问茶祈福路线” 等主题，

发布原创Vlog视频；围绕冰雪温泉节开展两场网红直播，；充分发挥自媒体平台矩阵的几何传播作用。抓文化，放大内涵效

应。狠抓峨眉山文化内涵，提升旅游品质，增强景区竞争力和影响力。强化经营管理，实现企业文化深化精品内涵、铸造峨

眉山企业品牌，同时加强公司全体员工技能培训和提高。抓品牌，放大带动效应。以“冰雪峨眉童萌世界”为主题，继续开展

第二十届冰雪温泉节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形成本土品牌特色，同时联合线上线下各平台，同步开展峨眉山“冰雪小猕萌”摄影

大赛活动和“冰雪温泉两重天 百万豪礼天天送”活动；联动OTA、媒体平台、研学机构，开展以研学冬令营、亲子冰雪营、

雪野挑战、冰雪嘉年华等主题的活动。 

（四）深化改革提效，持续完善长效管理 

牢固树立成本管控意识，建立财务监控机制，公司实行常态化开展财务专项检查，加强公司资金管理、财务核算和费用

控制，不断提升财务管控能力。根据公司的经营业务分类，制定一企一策、严格逗硬考核办法，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相关单

位的功能指标考核。坚持依法治企，促进公司规范化。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出台相关内部控制管理相关制度；加强审计法务监

督管理工作，以法律为依据，以制度为准绳，严格营销协议、合同的审核与督查工作，和相关部门开展定期和不定期审计检

查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加强内控治理。坚守安全红线，确保安全运营，为公司发展提供保障，全面落实安全责任制，加强安

全教育培训学习，狠抓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加强各分、子公司围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推进双重预防机制

的建设，不断优化各单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清单》编制工作，2019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持续推进机

构改革，以三定三压为主要内容的“瘦身健体”改革，进一步增强了队伍素质，不断打造年轻化、高学历、高素质人才队伍，

引进社会人才，把员工培训作为基础性重点工作，通过举办“峨旅大讲堂”持续提升全体员工综合能力。 

（五）助力脱贫攻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19年上半年，公司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扶贫攻坚，在抓好自身发展的同时，牢记作为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投资的“马边峨眉雪芽业分公司”和“茶叶初制加工厂”已投入运营，2019年已收购马边县茶22000斤；“微茶园”建设

已与83户农户签订帮扶协议，新建成了198.36亩微茶园，户均新增约2.4亩，向83户农户无偿发放茶苗60万株，发放土地整

理补助7万多元，发放肥料15.84吨等。深入开展2019年“走基层、送温暖、六上门”活动，向115户贫困户发放了春节慰问物

资，共计3.45万元；向我公司建档在案15户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合计发放2.25万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注销成都雪芽会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自本报告期取消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于 2018 年8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科技运营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50 万元与成都双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150万元，共同投资500万元成立科技运营公司。2019年1月11

日，上述拟设立的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峨眉山市市场监督和质量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名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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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创数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181MA68720U4Y，注册资本5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学焦，本报告期

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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