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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岭南控股                         股票代码：000524                    公告编号：2016-005 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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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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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希 独立董事 
公司于 2016年 1月 22日公告了独立董事李正希因希

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而无法履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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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69,673,744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7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岭南控股 股票代码 0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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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定全 吴旻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传真 (020)86662791 (020)86662791 

电话 (020)86662791 (020)86662791 

电子信箱 gzlnholdings@126.com gzlnholdings@126.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5年5月20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

案》，公司的中文名称由原“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由原“Guangzhou Dongfang Hotel Company Limited”变更为“Guangzhou 

Lingnan Group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2015年6月1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司简称由“东方宾馆”变更为“岭南控股”，证券代码未发生

变更，仍为000524。此外，公司董事会八届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广州岭南集团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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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宾馆分公司的议案》，同意在公司名称变更后设立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东方宾馆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宾馆或东方宾馆分公司），负责公司旗下五星级酒

店“东方宾馆”的运营管理。 

公司更名后所属行业仍为住宿业。2015年度，我公司当选为广州地区酒店行业协会第六

届理事会会长单位；旗下东方宾馆荣获由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饭店百强金

星奖。我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为由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酒店）运营

的酒店管理业务、由东方宾馆分公司运营的酒店经营业务及由广州市东方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汽车）运营的出租车与租赁车业务。 

    1、酒店管理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岭南酒店主要运营酒店管理业务，该业务的经营模式为由岭南酒店向受

托管理的酒店项目输出品牌、管理、中央预订等服务，并从管理项目收取相应的费用。    

    目前，国内酒店管理行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国际酒店管理品牌在高端酒

店市场处于主导地位；（2）民族酒店品牌意识开始觉醒；（3）房地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迅猛

发展带动了高档酒店的建设，为酒店管理行业带来了发展契机。从长远来看，民族酒店管理

品牌的发展空间广阔，中国饭店业未来发展应当是海外品牌与民族品牌并存，形成相互竞争、

相互补足、相辅相成的局面。 

    我公司子公司岭南酒店作为一家民族品牌酒店管理企业，管理规模位列中国饭店集团60

强。自2014年进入上市公司以来，连续两年的年度营收增长比例分别为133.27%和20.99%，表

现出较好的成长性。目前，岭南酒店拥有及运营的酒店品牌包括岭南花园酒店、岭南东方酒

店、岭南五号酒店、岭南佳园度假、岭南佳园连锁等品牌，其中，岭南五号酒店品牌为岭南

酒店新推出的高端设计精品酒店品牌，并于2015年开业首家旗舰店——广州岭南五号酒店。

下一步，结合市场需求及行业方向，岭南酒店将持续研发新的酒店管理品牌，在加强自身高

端品牌优势的同时，重点研究创建中端品牌、非标品牌，不断构建和完善自身品牌体系；在

现有的轻资产输出委托管理模式基础上，逐步转向“轻重结合、以轻为主”的项目拓展模式，

并积极探讨特许经营模式，增强和完善项目拓展能力；同时，加大投入，加快建立中央预订

系统、客户管理系统和中央采购系统，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2、酒店经营业务 

    公司成立东方宾馆分公司负责旗下单体五星级酒店“东方宾馆”的运营管理。东方宾馆

的日常经营业务主要包括客房业务、餐饮业务、商铺租赁业务及其他业务。其中，客房业务

和餐饮业务为酒店最主要的营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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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宾馆作为五星级酒店，属高端酒店行业。2013年以后，受中央“八项规定”政策和

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高端酒店行业较以往年度出现较大程度的下滑。同时，由于人口红利

减少、能耗成本上升、国际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等因素，民族品牌的高端酒店受到的挑战

更为严峻。调整市场策略及建立科学的客源市场结构已成为众多民族品牌酒店面临的重要问

题。 

我公司运营的东方宾馆作为广州市历史最悠久的五星级酒店，在地理位置、环境设施及

历史文化方面拥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和优势。至2015年度，经过两年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东方宾馆已基本适应了宏观环境和市场调整的变化，进入平稳发展的阶段。2015年度，东方

宾馆被广州市会展行业协会授予“优秀服务企业”，被携程网授予“2014-2015年携程旅行网

最受欢迎酒店”，被中国（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组委会授予“2015年（广东）国际旅

游产业博览会优秀明星酒店奖”，荣获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第三届中国饭店金星奖”。 

    3、出租车与租赁车业务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汽车主要运营出租车与租赁车业务。 

2015年度，滴滴和优步等网络打车软件的迅速发展使其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受到极大冲击，

出租车司机流失严重，车辆运营率下降。因此，报告期内东方汽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鉴于东方汽车的营收规模未达公司总营收规模的10%，其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的下滑对公司业绩影响较为有限。东方汽车积极应对行业趋势，加大对出租车司机队

伍的关怀力度，确保稳定，履行维稳责任，同时加强租赁车业务的发展，保障企业的整体经

营业绩。此外，东方汽车作为公司住宿业配套服务产业的功能依旧得到良好的发挥。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305,819,618.85 301,805,439.20 1.33% 338,647,52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231,704.18 36,367,314.59 7.88% 38,757,61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076,265.07 26,502,559.35 24.80% 30,490,35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623,578.85 49,545,333.14 10.25% 58,295,35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15.38%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15.38%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1% 6.31% 0.40%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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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843,433,233.03 781,023,181.13 7.99% 808,989,13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6,099,177.22 553,628,575.88 11.28% 581,735,495.0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3,033,140.16 72,941,233.32 79,520,349.89 80,324,89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93,660.18 16,353,879.73 5,997,696.87 9,686,46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70,046.12 13,228,402.10 6,132,251.18 12,801,00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5,543.66 10,114,955.14 20,844,904.65 17,178,175.4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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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87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35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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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19% 100,301,686 0 - -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36% 38,712,236 0 - -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0% 6,999,626 0 - - 

中国农业银行－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 5,193,205 0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 3,158,198 0 - -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 3,000,000 0 -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改

革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4% 2,799,950 0 - - 

中国农业银行－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 2,705,831 0 - - 

过佳博 境内自然人 0.63% 1,710,000 0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积极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4% 1,453,055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为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未知有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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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未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公司股东过佳博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10,0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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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5月20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

案》，公司的中文名称由原“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由原“Guangzhou Dongfang Hotel Company Limited”变更为“Guangzhou 

Lingnan Group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经深交所核准，自2015年6月11日起，公司证

券全称由原“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证券简称由原“东方宾馆”变更为“岭南控股”。此外，公司董事会八届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设立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宾馆分公司的议案》，同意在公司名称

变更后设立东方宾馆分公司，负责公司旗下五星级酒店“东方宾馆”的运营管理。 

2015年，世界宏观经济持续下行，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使国际旅游环境受到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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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全面步入了新常态，行业巨头并购加速促进跨界融合和行业洗牌，互联网新业

态快速发展等等，对公司所处的住宿业形成了较大的冲击。面对种种压力，公司坚持创新转

型，取得了具有质量和效益的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30,581.9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33%，净利润为3,923.1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7.8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462.36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了10.25%，净资产为61,609.92万元，比上年期末增长了11.28%，各项基本财务指标呈现

全面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主体主要由全资子公司岭南酒店、母公司下设的东方宾馆分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东方汽车三部分组成。 

1、岭南酒店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岭南酒店的主营业务是酒店管理业。2015年度，随着国家确定旅游行业为战

略性支柱产业及旅游行业的蓬勃发展，大量带动了各地新兴酒店的投资建设，为酒店管理行

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015年度，岭南酒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70.68万元，同比上年增长了20.99%，实现净

利润1,082.85万元，同比上年增长了6.07%，超出收购时披露的盈利预测67.39%。岭南酒店于

2015年度实现了良好的经营收益，成为了我公司2015年度业绩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2015年度，岭南酒店在酒店管理业方面的各项经营措施具体如下： 

（1）加快创新转型，打造绿色低碳酒店，实现降本增效 

贯彻绿色环保理念，利用创新技术对各酒店设施设备进行改造，强化管理，有效降低酒

店综合能耗和碳排放，平均能耗率8%，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为提升酒店经营管理效率奠定坚

实基础。 

（2）继续完善品牌的标准化建设工作 

①“岭南五号酒店”品牌成功发布暨首店开业 

针对我国旅游市场消费发展趋势，岭南酒店旗下“岭南五号酒店”品牌于2015年8月28

日正式发布，首家酒店——广州岭南五号酒店也于同日正式开业，该酒店项目是 “岭南五号

酒店”的旗舰店，也是广州首家高端设计精品酒店，填补了广州地区高端设计精品酒店市场

的一项空白，初步形成了岭南酒店“品牌+资本+创新”的发展新模式。 

②创新研发岭南酒店首个自有食品品牌——“岭月臻品”月饼品牌 

岭南酒店2015年在成员酒店中首次推出统一标识的“岭月臻品”月饼品牌，首次推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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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各成员酒店取得23万盒销量，销售额达近1700万元，岭南酒店的食品盈利模式初具雏形。 

（3）中央预订系统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为增强岭南酒店的平台核心竞争力，岭南酒店于2015年度正式启动了中央预订与客户管

理系统的建设项目。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系统搭建、设置、试运行等工作于2015

年度基本完成。预计2016年度将开展与各成员酒店之间的管理系统、呼叫中心系统、手机APP、

网络平台及第三方渠道等对接工作。 

（4）洽谈拓展新的酒店管理项目，强化项目拓展能力 

以“岭南花园酒店”、“岭南东方酒店”、“岭南佳园度假酒店”及“岭南五号酒店”

等品牌为依托，岭南酒店于报告期内积极拓展新的酒店管理项目，成功签约了广州增城派潭

欢乐水城旅游综合体、湖南永州江华神州瑶都大酒店、广东韶关乳源岭南东方温泉酒店、广

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外评标专家接待酒店等5个项目。此外，2015年度与岭南酒店进行接触洽

谈的酒店项目共20余个，分布于广州、深圳、珠海、东莞、韶关、江西吉安、江西南昌、海

南三亚、广西桂林等战略布局目标区域，构建管理项目的储备库。 

（5）开拓岭南酒店“互联网+”业务，打造岭南酒店线上营销平台 

岭南酒店利用淘宝旅行建立网上直销平台，同时在天猫商城建立了岭南酒店的官方旗舰

店，为各成员酒店搭建了线上网络销售平台，逐步构建了岭南酒店的电商营销体系。 

（6）利用控股股东旅行社资源，发挥旅游产业链优势 

报告期内，岭南酒店深化与控股股东岭南集团旗下旅行社广之旅的资源整合，共同参与

对项目的考察、研发、谈判及合作，形成在“大旅游”产业链下轻资产品牌输出的独特优势，

成功签约大型酒店旅游综合体——广州增城派潭森海欢乐水城项目，打造“大旅游”产业链

下“景区开发+酒店管理+客源输送”一体化的品牌输出模式。 

2、东方宾馆分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东方宾馆分公司主要经营活动为对旗下五星级酒店“东方宾馆”的运营。2015

年度，母公司（合并东方宾馆分公司数据）的主营业务收入为24,555.09万元，同比上年下降

了0.30%，净利润为5,815.00万元，同比上年增长了156.16%。影响母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岭南酒店与东方汽车于2015年度向母公司进行了利润分配共3,280.00万元，扣除

岭南酒店与东方汽车利润分配的因素，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535.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1.67%。至此，受国内外经济因素及国家宏观政策因素影响而一度出现下滑的东方宾馆酒店

经营业务已经基本实现了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进入平稳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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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实现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东方宾馆在报告期内采取措施如下： 

（1）理顺管理架构,增强专业运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在更名后成立了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宾馆分公司，专业

负责旗下五星级酒店“东方宾馆”的运营管理，并按程序推动东方宾馆分公司的职能调整、

组织架构调整、业务划分、授权管理等一系列工作，进一步理顺了公司的管理架构，实现了

酒店经营业务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管理。 

（2）改进营销策略，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①强化营销渠道建设，巩固客房营收 

一是互联网营销创新，促进线上营销业绩；二是通过提高现有大客户的综合服务，在服

装、拍卖、直销等客户领域做优做强；三是关注客户体验，积极维护核心大客户的关系；四

是重点拓展旅行社代理会议及奖励旅游市场，争取大型展览境外参展团队；五是根据市场变

化制定周末、元旦、春节、五一、十一黄金周等节日的促销策略。 

②积极应对消费市场结构调整，推动餐饮业务的转型升级 

一是继续拓展外事、侨务等涉外接待及政务大型外事侨务活动；二是利用地利和场地优

势，着力争取直销行业、教育行业、旅游推介会等以交通和地利作优先考虑要素的活动；三

是针对不同客源市场，组合个性化产品，推出“东方会议尊享”等系列优惠套餐；四是发挥

名品、名点和传统菜式优势，突出餐厅品牌、菜品品牌、糕点品牌、厨师品牌，提升零点产

品的竞争力。 

③增强物业营销策划能力,提高物业收入 

一是增强物业营销策划能力以实现盘活闲置物业，抓紧推进可出租物业的招租，拓展短

期租赁市场；二是推出一站式客服工作，向租户直接提供住房、餐饮及会议场地的预订服务，

充分发掘物业租户的潜在消费需求，增强物业管理专业化能力及主动为租户提供增值服务以

实现提升客户满意度。 

（3）推动设施升级，完善经营环境 

以岭南东方酒店品牌为标准，东方宾馆于报告期内对酒店的客房、大堂、广场、会展等

设备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其中在客房改造方面完成了140间商务房的升级改造，在不影响酒

店日常经营的情况下，实现了各项设施设备的全面提升。 

（4）严格控制成本，降低各项费用 

报告期内，东方宾馆分公司继续通过预算、采供、能耗、人工等方面严格控制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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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母公司（合并东方宾馆分公司数据）营业成本及各项费用合计为22,679.42万元，

同比上年仅增加0.77%，与上年基本持平，各项成本费用得以有效地控制。 

3、东方汽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东方汽车实现营业收入2,510.78万元，同比上年减少了5.36%，实现净利润

305.32万元，同比上年减少了11.72%，主要原因是受网络专车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该

公司营业收入减少，而成本费用相对固定。东方汽车的营收规模未达我公司总营收规模的10%，

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下滑对公司业绩影响较为有限。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客房 92,034,463.21 59,919,266.46 65.11% -3.25% -2.22% 0.68% 

餐饮 131,394,200.16 49,330,591.36 37.54% -1.30% -5.44% -1.64% 

酒店管理收入 31,731,229.64 29,760,863.58 93.79% 26.07% 25.85% -0.17% 

其他 37,942,300.27 25,969,105.52 68.44% 6.27% 4.89% -0.9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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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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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竹筠 

 

                                                    二○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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