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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导读：
章总兼任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加速对内提质增效对外精准扩张的发展战略落地，公司管
理效率有望继续提升；章总同时担任集团副董事长，集团与公司联动效应加强；新任
独董业界经历丰富为公司注入新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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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近期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决议通过：章德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长，郭永清、陈俊和高舜礼三人担任独立董事。换届后章德辉先生将兼任
公司董事长和总裁。章总同时担任集团副董事长，集团与公司联动效应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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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此次换届利好公司的经营发展和内部控制： ①章总兼任董事长和总
裁，延续 2016 年以来公司的提质增效管理办法和“二次创业”经营方针，
有效提高管理效率、经营业绩，确保公司业务扩张的落地；②章总同时担
任集团副董事长，集团与公司联动效应加强。③三位业界实干家新任公司
独董，丰富经历为公司经营决策和内部控制提供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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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集中，运营效率更高
1.1.

章德辉先生兼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2018 年 3 月 27 日公司管理层发生了一定的变动：黄山旅游集团董事局
副主席、公司董事长叶正军先生卸任，聘任章德辉先生为黄山旅游集团
董事局副主席及公司董事长。章总历任黄山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外事
财务科（金融科）科长，黄山市旅游局副局长，黄山市旅游委员会副主
任，黄山市黟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山市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山市徽
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第六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总裁。我们认为，章总属创业实干派，公司权力的集中，有助
于管理效率的提升，和公司战略意图更好更快的执行和落地。
对内提质增效。自章总上任以来，管理层提出内外兼修、提质增效，对
黄山组织架构、激励机制、公司战略、内部控制、营销战略五方面进行
了改革。
黄山旅游期间费用率从 2015 年的 19.29%降到 16 年的 18.73%，
毛利率从 15 年的 49.88%提升到 50.52%，提质增效效果显著。2017 年 4
月，公司公布业绩考核办法，将公司绩效与薪酬挂钩，高管与员工可分
享公司的业绩成长。公司超额业绩奖励措施是景区国企公司首创，该激
励机制推出，理顺公司员工与国资利益关系，经营效率有望继续提升。
对外“二次创业”。章总任总裁期间，提出黄山旅游的“二次创业”要
遵循“走下山、走出去”的指导思想，精准实施外延扩张。公司先后与
黄山区政府、京黟公司分别签署了“太平湖项目”和“宏村项目”的合
作框架协议，合作开发黄山周边的太平湖景区、宏村景区、南屏景区及
宏村阿菊等优质旅游资源，同时花山谜窟休闲度假项目启动实施。黄山
旅游“一山、一水、一村、一窟”的战略布局逐步开展，公司作为黄山
国资委下属的唯一上市平台，区域资源整合可行性高，预期全域旅游可
突破景区发展瓶颈，提高客流量和客单价，宏村顺利并入也可显著增厚
业绩。
章总兼任董事长与总裁，有利于公司连贯部署发展战略，保证策略自上
而下高效执行：对内部，保证提质增效方针的实施与兑现；对外部，有
利于资源整合的逐步实现和战略布局的继续推进。
1.2.

章德辉先生任黄山旅游集团副董事长，集团和公司联动效应加强

上市公司大股东黄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是黄山市最大的旅游企业；黄山
风景区管委会对其 100%控股，其持有黄山旅游 39.69%股权。集团资源
丰富，未来黄山旅游有望作为融资平台，集团公司作为投资平台，有望
实现紧密联动。章总在集团和公司同时任职，体现集团对公司的重视，
集团与公司的联动效应加强，未来不排除继续收购并与上市公司深度协
同的可能。
旅游业务板块（通过持股上市公司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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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主要包括黄山景区门票款
索道：三条索道+西海大峡谷地面缆车
酒店：公司下属酒店、商务旅馆等共 14 家，其中包括 6 家“徽商故里”
酒店分布于景区和市内，市占率排名黄山市第一。
旅游服务：包括相关旅游产品、旅游纪念品和旅行社服务业务；以中海
国旅为主体（其为安徽省规模最大的旅行社集团公司）
。
旅游地产板块
公司旅游地产业务主要依托黄山旅游集团的品牌优势，重点投资开发具
有较高前景的住宅。由于黄山景区内的开发要上报国务院批准，也不符
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因此地产开发立足于黄山市内。 两大经营主体
为天都房产和玉屏地产。
其他业务板块
主要包括供水、洗涤、用电服务等后勤业务、农产品加工业务和高速公
路运营业务。
表 1：黄山旅游集团直接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直接持股比例

简介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9.69%

上市公司

天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主营旅游地产开发、经营、销售以及商品房租赁业务。

黄山风景区用电服务公司

100.00%

黄山风景区供水有限公司

100.00%

主要承担全山用户电工行业管理、管委会办公大楼保电和值班维
护、石门电站发电和景区路灯的维护管理工作。
景区唯一从事自来水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国有企业
主要从事豆制品、米酒、茶叶、茶油等加工、销售业务，是当地

佳龙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51.00%

豆制品生产加工的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龙湾”和“状元”两大品
牌的休闲旅游、商务礼品、居家使用、航空专用等系列。

黄山风景区旅游客运公司

51.00%

负责经营黄山风景区南大门内的旅游专线客运业务，同时承担出
租车、景区职工班车、汤口镇农公班车经营。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 实干派担任独董，注入新智慧
公司在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中新任三名独立董事：郭永清先生现任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多家大型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财务顾问；高舜礼
先生现任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俊先生现任江苏一德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江苏省赛
艇运动协会会长。
新任实干家独董为公司注入新智慧。新任独董分别属于财会、旅游行业
和公司经营方面的实干家，经历丰富，相关业界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
力，能够在董事会从内部控制和经营决策等方面约束制衡内部权力，有
效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及减少代理层面冲突。
表 2：新任独董背景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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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郭永清
高舜礼
陈俊

背景
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务部中心副主任，现任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多家大型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财务顾问
历任国家旅游局政法司处长、副司长，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副司长，中国
旅游报报社社长、总编辑，现任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历任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城联盟第八轮值主席。现任
江苏一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江苏省赛艇运动协会会长。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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