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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7-38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大提示：本公告中公司对财务指标的假设分析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为应对即

期回报被摊薄风险而制定的填补回报具体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投资者

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特索道”或“公司”）2017年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

响进行了认真、审慎、客观的分析，就上述规定中的有关要求落实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主要假设 

1、公司在 2017 年 10 月底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该完成时间仅为公司估计，最终以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2、假设本次发行在预案公告日至发行日的期间，公司不进行分红，不存在派息、送

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3、公司总股本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138,666,666 股为基础，仅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影响，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 

4、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59,635.70 万元，假设本次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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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即 27,733,333 股。该发行数量仅为公司估计，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实际

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不考虑扣除发行费用的影响。 

5、假设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2016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基础上分别按照亏损减少 30%、减少 50%的比例分别测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亦按照亏损减少 30%、亏损减少 50%的比例分别测算。 

6、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

资收益）等的影响； 

7、在预测发行后公司的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

资产的影响。 

8、假设宏观经济环境、证券行业情况、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表

公司对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

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对公司主要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和说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对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等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6 年度/ 

2016 年末 

2017 年度/2017 年末 

非公开发行前 非公开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13,866.67   13,866.67   16,640.00  

假设情形 1：公司 2017 年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均比 2016 年减少亏损 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82,267.13       78,491.31     138,12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394.03        -3,775.82        -3,77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万元） 
-5,849.90        -4,094.93        -4,094.93  

每股净资产（元/股） 5.93  5.6604   8.30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9  -0.2723   -0.26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0.39  -0.2723   -0.26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1% -4.6975% -4.18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2953   -0.28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0.42  -0.2953   -0.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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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2% -5.0945% -4.5339% 

假设情形 2：公司 2017 年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均比 2016 年减少亏损 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82,267.13       79,570.11     139,20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394.03        -2,697.02        -2,69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万元） 
-5,849.90        -2,924.95        -2,924.95  

每股净资产（元/股） 5.93  5.7382  8.36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9  -0.1945  -0.1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0.39  -0.1945  -0.1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1% -3.3330% -2.96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2109  -0.20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0.42  -0.2109  -0.20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2% -3.6147% -3.2193% 

注：为便于比较发行前后数据差异，2017 年度/2017 年末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等指标保留小数点后四位有效数字。 

通过上述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

指标绝对值可能下降，公司面临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二、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会相应扩大，而募集资金

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因此，短期内可能导致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

绝对值下降，公司面临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三、董事会选择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上市公司业务布局及发展需要 

近年来，国民旅游休闲行业蓬勃发展，参与休闲度假游的游客人数和消费总量呈稳步

上升势头，与此同时，参与休闲度假旅游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不断升级——游客不仅关注

自然、人文景观等核心旅游吸引物的品质，也更加关注旅游地的民俗风情、特色购物和娱

乐、住宿体验和其他生活便利条件。在这一趋势下，涵盖旅游核心吸引物并具备多种休闲

消费产品组合的旅游目的地日益受到市场的追捧。本次募集资金完成后，项目资金需求得

以解决，并且进一步丰富了旅游目的地的产品体系，有助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 

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用于红安天台山文化生态旅游区建设项目、田野牧歌南漳春秋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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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住宅建设项目（一期）、南漳漫云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共计需要投入募集资金约 59,635.70 万元。公司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需要充足的周转流动

资金做保证，公司目前货币资金余额无法满足项目资金需求。 

（二）改善财务结构和降低财务费用的需要 

公司募投项目计划投入资金总额约 59,635.70 万元。若公司投资项目支出过度依赖银

行贷款将会导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大幅度提升，增加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将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三）股权融资是适合公司现阶段选择的融资方式 

股权融资能使公司保持稳健的资本结构，有利于公司实现长期发展战略。随着募投项

目的投入运营，公司经营业绩将大幅增长，从而消除股本扩张对即期收益摊薄的影响，保

障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

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紧紧围绕公司主业展开，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旅游行

业的市场竞争力。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现金流状况，有效降低财务费用；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加业绩增长点，提高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强化公司回报股东能力。 

（二）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1、人员储备 

公司在多年经营中，培养了一大批能力突出的骨干力量，在各个领域都拥有较为突出

的人力团队，为公司多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截止至 2016 年末，公司拥有博士生

4 名、硕士生 68 名、本科生 275 名。公司高度重视人力资源队伍的建设和管理，长期致

力于建立良好的、开放型的企业文化体系，以吸引各种优秀的人才进入公司工作。 

2、资源储备 

公司主要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经过 20多年的努力探索，逐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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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国布局、连锁发展、构建平台、构建产品体系、树立品牌的发展计划，形成了“经营

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项目开发模式。 

自上市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在全国布局旅游项目，跨区域旅游资源整合能力优势明

显。目前掌握的旅游项目资源主要分布在陕西、海南、贵州、内蒙、湖北、浙江等 9个省，

主要产品包括索道、景区、酒店餐饮和旅游地产。 

3、技术储备 

目前，公司正在开发的旅游目的地包括华山、梵净山、千岛湖、南湾猴岛、荆山楚源、

崇阳隽水河、恩施坪坝营、克什克腾旗等。公司在客运索道和景区的管理数量、资产总量、

技术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居全国同行业前列。通过跨区域地开发、经营与探索，在客运

索道运营和景区的经营和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五、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未来的回报能

力，公司拟通过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积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等措施，提

升资产质量、增加营业收入、增厚未来收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填补回报。具体措施如

下： 

（一）加快募投项目投资与建设进度，尽快实现募投项目收益 

董事会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本次募投项

目紧紧围绕上市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及公司战略部署展开，有利于上市公司推进产品线部

署，扩大品牌影响力，增加业绩增长点，提高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强化公司回报股东能

力；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结构和现金流状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投资决策程序，设计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通过募投项目带来的增量效益增厚公司的每股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可以偿

还部分银行贷款，通过降低财务费用的方式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防范摊薄即期回报

的风险。 

（二）加强现有项目管理，努力减少培育项目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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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布局旅游产业，有较多的景区正在开发阶段或前期的培育的过程中，项目呈

现为亏损属于正常现象，如保康九路寨景区、南漳春秋寨景区、崇阳隽水河景区和恩施坪

坝营景区等。公司将努力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提高景区影响力，提升客流量，同时加强项

目管理，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进行“开源节流”，尽快实现在培育的项目扭亏，提升上

市公司盈利能力。 

（三）加强募集资金管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确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公司已经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由保荐机构、存管银行、公

司共同监管募集资金按照承诺用途和金额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保荐机构将持续监督和检查募集资金的使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

集资金使用风险。 

（四）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等规

定，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2017 年-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

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在公司盈利的前提下，公

司将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积极推动对广大股东的利润分配以及现金分红，努力

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

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

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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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

措施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5、若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其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

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

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承诺 

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

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作出承诺：“本企业在持续作为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公司实际控制人艾路明先生作出承诺：“本人在持续作为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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