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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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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

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

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描述的事项为： 

我们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1)所述，海航创新于 2019 年度合并净亏

损为人民币 308,368,306.44 元，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27,611,757.28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海航创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系一笔已逾期而未偿还的借款计人民币

249,500,000.00元，而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人民币 1,058,571.66元。此外，于 2019年 12

月 31日及本报告日，一家银行根据相关合同有权要求海航创新一联营企业立即偿还一笔余额为人

民币 470,000,000.00元的逾期银行借款本金和人民币 9,638,664.94元的逾期利息及罚息并要求

海航创新承担连带责任。上述事项，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1)所示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

对海航创新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本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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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9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为

人民币-308,368,306.44元，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08,479,342.85 元，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 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471,731,055.76 元，本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人民币 0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不得在弥补公司亏损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所以 2019年度公司

利润分配预案拟为：不进行利润分配。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董事会第 6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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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创新 600555 茉织华、九龙山、

*ST九龙、九龙山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创B股 900955 茉织华B、九龙山B

、*ST九龙B、九龙

山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见兴 闻娅 

办公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国际机场贵

宾楼A区办公区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

国际机场贵宾楼A区办公区 

电话 0898-88338308 0898-88338308 

电子信箱 jx_peng@hnair.com ya-wen@hnai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与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旅游饮食服务业务及景区开发、建设、运营、投资等业务。 

旅游饮食服务业务。公司在景区内利用酒店、各俱乐部及相关活动提供旅游产品与服务等相

关旅游饮食服务业务。 

景区开发、建设、运营、投资等业务。公司以现有景区资源为基础，通过合作或自建的形式

进行项目运作，协同文娱、体育、培训服务等多行业伙伴开展诸如自行车赛事、高尔夫培训、露

营、婚纱摄影等多项活动。此外，公司持续加强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的品牌建设，九龙山旅游度假

区的品牌知名度及影响力持续增长。 

2.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我国国民经济预计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为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长期推动力。

旅游业已经步入大众消费时代，旅游产业已经成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居民消费

领域之一。 

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优势及旗下优质景区资源，把握杭州湾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的

发展机遇，立足本地、放眼全国，不断推动公司业态升级，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品牌影响力，改



善旅游供给品质，参与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在目的地建设、整体营销推广等方面与

外部进行合作，共同打造黄金旅游线精品线路和特色产品，着力将现有景区打造成长三角知名的

综合旅游度假休闲胜地，努力将海航创新打造成为旅游产业内的优质上市公司。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146,839,759.65 2,382,828,995.09 -9.90 3,320,757,329.28 

营业收入 15,139,420.03 13,101,178.70 15.56 30,829,863.1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8,479,342.85 -191,781,749.50   56,677,057.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18,742,130.40 -221,134,938.49   -244,257,247.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48,736,130.53 1,382,878,010.58 -24.16 1,617,090,540.9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611,757.28 -114,668,411.92   -122,011,427.0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15   0.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15   0.0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5.37 -12.79   3.5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92,363.27 2,461,987.72 3,073,225.56 9,111,84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302,086.29 -14,208,935.52 -23,998,940.08 -258,969,38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1,088,291.54 -24,858,860.70 -24,006,685.57 -258,788,29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854,332.67 -11,736,676.82 -302,811.20 -717,936.5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2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73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0 180,065,443 13.81 0 质押 178,236,1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

司 

0 116,928,000 8.97 0 冻结 116,928,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 

0 109,209,525 8.38 0 冻结 109,209,525 境外法人 

海航旅业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 

0 93,355,175 7.16 0 质押 93,355,175 境外法人 

谢文贤 1,815,200 7,316,500 0.5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庭宏 7,000,000 7,000,000 0.5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汤春保 -248,439 6,373,773 0.4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妙娥 0 5,238,900 0.4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林育勇 283,400 5,077,040 0.3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惠全 0 4,601,002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第二、第四位流通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三者之间构成

一致行动人。公司第五至第十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不详，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2,146,839,759.65 元人民币，负债为

1,098,712,177.58 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048,736,130.53 元人民币，资产负

债率为 51%。实现营业收入为 15,139,420.03元人民币，利润总额为-308,368,306.44 元人民币，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308,479,342.85元人民币。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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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附注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