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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4

月 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324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对照《问询函》中关注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核查，并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现

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净利润和非经常性损

益等业绩情况说明高比例送转方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是否相匹配。 

回复： 

1.报告期经营业绩情况 

2018年 2月 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快报》

（公告编号：2018-017）。根据《2017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营业

收入 204,507.3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119.95万元，比上年增长 118.53%，2017年度公司非经常

性损益约为 6,770万元，比去年增长 583.90%，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

公司非流动资产（公司位于宜昌市体育场路地块的土地和房产）的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置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 6.13%。体育场路地块拆迁完成后，预计未来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类的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比重会大幅下降。 

2.近几年来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为旅客运输服务、旅游综合服务、汽车销售及

售后服务、现代物流服务等。随着募投项目“三峡游轮中心土地一级

开发”的实施推进，公司在今后一段时期将新增土地一级开发业务。 

由于综合交通运输格局发生的变化，近几年来公司致力于传统业

务的转型升级和相关多元化的业务开拓，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果，保

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旅客运输服务方面，公司按照“规模化、网络化、品牌化”战略

目标，结合自身客运业务的优劣势，提出了通过客运企业并购重组、

班线客车公司化改造、道路客运站场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构建公铁对

接、城际连接、城乡衔接的区域性旅客运输服务网络，以“站商融合、

四级网络、电商服务、创造价值”为特点的经营模式提升盈利能力的

战略思想。围绕发展战略，近年来我公司陆续开展了宜昌区域各县市

客运企业的并购重组，重点班线公司化经营改造，客运站场的商业融

合再造等工作，客运业务实施转型升级后实现了经营业绩的企稳回升。 

旅游综合服务方面，借助宜昌区域旅游资源优势和多年来在旅游

港口、旅游客车、旅游船、游客集散中心、旅行社的业务布局，公司

开展了水路客运向旅游综合服务的转型。经过几年的市场培育和业务

拓展，“交运*两坝一峡”产品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进一步提升，同时

公司抢抓机遇陆续推出了“交运*长江夜游”、“交运*升船机”等产品，

旅游服务业务规模增幅明显，经营业绩呈现良好发展趋势。 



现代物流服务方面，公司依托园区自有铁路专用线和仓储优势，

进一步拓展了公铁水多式联运、仓储装卸、大宗物流配送、供应链服

务业务，近几年来物流业务不断增长，经济效益开始显现。 

随着募投项目的逐步实施，预计公司整体经营发展将持续向好。

近三年的经营业绩情况及财务数据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未经审计数据） 

收入（万元） 150,508.42 184,272.03 204,507.35 

归母净利润（万元） 4,781.27 5,088.61 11,119.95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万元） 3966.77 4098.70 4349.95 

总股本（万股） 13350 13350 18512.62 

每股净资产（元） 6.74 6.90 10.83 

每股公积金（元） 3.11 2.93 7.15 

3.控股股东提议本次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考虑 

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宜昌交旅”）提议本次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主要出于如下考虑： 

一是考虑到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和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

应适当扩充公司股本规模，与公司经营规模相适应。2017 年 10 月，

公司因非公开发行股票51,626,223股，股本由1.335亿股增加至1.85

亿股，2017 年营业收入 20.45 亿元，与同行业道路客运上市公司相

比，公司股本规模偏小。同行业道路客运上市公司股本规模如下表： 

序号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本规模（股） 

1 德新交运 603032 1.33亿 

2 江西长运 600561 2.37亿 

3 富临运业 002357 3.13亿 

4 海汽集团 603069 3.16亿 

5 龙洲股份 002682 3.75亿 

6 交运股份 600676 10.28亿 

7 强生控股 600662 10.53亿 

8 大众交通 600611 23.64亿 

二是公司上市近 7年以来，为积极回报股东，每年均实施了现金



分红，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但一直以来，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

股东仍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希望公司送红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

强烈愿望，公司董事会也积极研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满足股东的正

当诉求。 

因此，公司控股股东提议的利润分配和送转预案，保持了现金分

红的连续性，充分考虑了其他股东的合理诉求，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问题二、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利润分配方案的筹划过程、参与筹划

人以及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并

核查鄂旅投创投以及相关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是否提议或者参与筹

划利润分配方案。 

回复： 

1.公司筹划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及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

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2018 年 3 月 28 日，公司控股股东宜昌交旅董事长兼本公司董事

长江永先生、宜昌交旅总经理兼本公司董事鲍希安先生、本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胡军红先生就公司 2017 年年报工作进

展情况和 2018 年业绩预期进行了讨论，分析了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

情况、现金流量、资本公积金情况及未来的盈利预期，对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合理性及可行性进行了研究。2018年 4月 2日上午，

宜昌交旅向公司提交了《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的提议及其相关承诺》，公司董事会临时组织董事江永、鲍

希安、罗迈、陈剑屏、黄赤、谢普乐在公司五楼会议室进行讨论。经



过共同商议、论证，六名董事均表示同意该预案，并承诺在董事会审

议 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时投赞成票。 

会后，按照深交所高送转方案预披露的格式指引及相关要求，公

司董事会向持股 5%以上股东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鄂旅投创投”）、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陈剑屏、黄赤、谢

普乐、朱军光、胡军红、冯剑涛、边社军通过电话询问未来减持计划，

并要求书面告知预案披露后 6 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若否，请出

具不存在减持的书面承诺函；若是，请出具书面的减持计划通知书。

持股 5%以上股东鄂旅投创投、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谢普乐基于自身

的投资回报管理及资金需求提出了关于股份减持的意向计划，分别于

当日下午向公司出具了《股份减持计划通知书》，鄂旅投创投拟于 2018

年 4月 5日至 2018年 10月 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不超过 1,850,000股,谢普乐拟于 2018年 7月 15日至 2018年 8月

15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67,000 股。公司按照深交所

的相关规定将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减持计划如实披露，并督促其合

规减持；提议人、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减持计划，向公

司出具了《不减持股份的承诺函》。 

在研究筹划、会议讨论及对大股东、持股董事高管的问询过程中，

一方面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严格控制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董事

会秘书胡军红对参与讨论筹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强调了深交所及

公司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的相关规定，再三阐明泄露内幕信息和

从事内幕交易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通过周密安排，最大限度缩短筹

划、提议、讨论和书面承诺的时间周期，减少内幕信息泄露的可能性，

同步做好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信息的统计工作。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 日收市后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了《关

于 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并

同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及《内幕信

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信息表》。 

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自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前一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经公司自查，公司 2017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一个月（2018年 3月 2日-2018年 4月 2日），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按照相

关规定，公司已将自查结果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报备。 

2.鄂旅投创投公司基本情况及在本次利润分配中不存在提议或

参与筹划的情况说明 

鄂旅投创投为原直接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湖北省鄂西生态文

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旅投”）全资子公司湖北省鄂

旅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鄂旅投创投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MA4KUY2T9B 

公司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福莱中心 35层 1-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威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经营期限：2017年 7 月 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

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

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7年 10月 19日，鄂旅投与鄂旅投创投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鄂旅投将其直接持有的宜昌交运 9,445,364股以每股 17.63元的

转让价格转让给鄂旅投创投；2017 年 12 月 20 日，该国有股权协议

转让事项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收到鄂旅投发来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该股权转让事

项已于 2018年 3月 29日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鄂旅投创投自 2018

年 3 月 29 日起成为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 5.10%。 

经核查，在公司筹划利润分配预案期间，鄂旅投及鄂旅投创投仅

就股权转让事宜的信息披露义务与公司进行了沟通，未提议利润分配

预案，亦未参与筹划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3.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提议或参与筹划

的情况说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宜昌交旅为公司控股股东，也是本次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人，宜昌交旅董事长兼本公

司董事长江永、宜昌交旅总经理兼本公司董事鲍希安参与了本次利润

分配预案的筹划讨论，宜昌交旅在提议书中作出自预披露 6 个月内不

减持股份等相关承诺。 

经核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红塔红

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慧，未提议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亦未参与筹

划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问题三、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公告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前三个月投资

者调研的情况，以及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你公司是否存在向特定投

资者泄露相关未公开信息的情形。 

回复： 

公司在筹划及预披露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前三个月内，不存在投资者调研情形，亦未在任何公开或非公开

场合向特定投资者泄露相关未公开信息。 

问题四、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截至目前，除已披露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事项及其他应

说明事项。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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