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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6                           证券简称：光一科技                           公告编号：2016-068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龙昌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振娟女士声明：保

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一科技 股票代码 30035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蒋  悦 李盛春 

电    话 025-68531928 025-68531928 

传    真 025-68531868 025-68531868 

电子信箱 elefirst@elefirst.com elefirst@elefirst.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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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286,863,738.99 264,525,191.34 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696,701.68 6,935,430.36 -1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167,228.21 6,731,642.0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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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71,805.13 -65,877,520.07 143.2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1714 -0.4086 141.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3 0.0400 -14.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3 0.0400 -14.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0.53% -0.1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8% 0.52% -0.1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323,330,023.32 2,177,973,656.80 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427,155,883.62 1,329,231,618.90 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8.5910 8.0424 6.82%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9,745.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11,994.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511.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9,842.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1,421.78  

合计 529,473.4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41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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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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64% 42,600,000  质押 33,680,000 

湖北乾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0% 21,767,211 21,767,211 质押 18,502,129 

龙昌明 境内自然人 9.04% 15,025,300 11,268,975 质押 1,3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98% 6,607,85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9% 3,306,718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锐进 12期鼎萨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87% 3,100,515    

任昌兆 境内自然人 1.68% 2,792,616 2,792,616 质押 2,792,61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互联

网+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9% 2,635,41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创新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8% 2,459,21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2,449,9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江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实际控制人龙昌明先生

控制的企业；股东任昌兆先生系公司董事、公司控股子公司索瑞电气

总经理、湖北乾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其他股东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度整体发展战略积极落实产业布局，电力产业、版权云产业、健康管理产业持

续推进，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8,685.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4%；营业成本20,155.57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7.05%；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均有所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9.67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86%；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2,847.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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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完成的重点工作如下： 

① 围绕既定战略部署和产业架构，调整运营管理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业务发展规划，进一步梳理总部职能与事业部/子公司的关系，调整并明确总部

的职能定位及以战略管控、资源协调、财务管控、风险管控、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重点，继续实行目标管

理，优化考核项目，执行全面预算管理，加强风险管控力度，夯实公司发展基础。 

② 电力业务应对市场变化加快拓展新产品市场。 

2016年是国家电改在“9号文”及其配套文件基础上，全面落实的一年，是配电网建设改造计划全面

实施的一年，也是用电信息采集基本实现全覆盖，并逐步探索用采2.0的一年。根据国家电网提出的智能

电网发展规划，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建设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全采集、全费控”，随着国网招标产品结构

调整，招标数量大幅减少，公司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相应产品的产销量随之减少。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挑

战与机遇并存，公司积极把握电力行业变化发展的趋势，以现有用采业务为基础，以成功中标广东电网为

契机，进一步拓展南方电网市场。同时，加大对新技术及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对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业务链

的上、下游整合，为公司从用采设备供应及服务向电力设计、一二次设备供应、工程施工及节能服务、运

营服务稳步发展夯实基础。  

在电能计量箱业务方面，索瑞电气制定了新老业务共同开拓的经营规划，在智能电表箱业务的基础上，

增加产品类别，继续拓展高低压成套、改性塑料、在线监测三项新业务，加强营销渠道建设，建立多层次

的营销网络。同时，投入资金对生产线进行改造，增加自动化程度，采用机械手自动作业，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在电力工程业务方面，德能工程在保持用采安装维护工程、封闭性改造等传统业务等同时，积极拓展

新居配业务、用户工程和农配网项目，已经在江苏省南通、镇江、徐州等地多次中标。 

在电力设计业务方面，德能设计围绕配电网工程设计、输变电技改、业扩设计、通信和配网自动化等

方向，在江苏省南京、徐州、连云港、泰州以及上海等地区开辟业务。 

③ 版权云业务以产业政策为导向，构建完善产业体系。 

版权云业务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部门、贵州省政府以及CCDI领导小组的支持指导下，对版权

云平台的未来发展进行多方面多层次探讨，关注近期陆续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版权云平台将整合各方优

势产业资源和技术力量，通过开展数字版权市场服务，汇聚各类数字化版权资源，最终形成国家级数字版

权管理和经营平台， 构建覆盖中国数字版权流转全产业链的全新版权生态体系。  

平台将围绕“一心两库、三平台、十大业务”的产业体系，形成实时监测、取证维权、投送分发、交

易结算、认证登记、数据技术六大能力体系，实现通过“业务运转”构建平台，通过“平台服务”输送两

库信息，通过“两库信息”汇聚“云数据中心”，形成“版权云产业生态链闭环”。其中“一心两库”指

中国数字版权产业云数据中心、中国数字版权版本信息备案库 、中国数字版权版本信息比对库；“三平

台”指版权云监测维权平台、版权云内容分发平台 、版权云交易保障平台；“十大业务”指登记备案、

认证、存储、比对、分发、交易、结算、监测、取证、数据挖掘等多项业务板块。 

④ 健康管理业务致力于产品升级，聚合伙伴共同发展医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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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商天下致力于健康管理业务，开发的健行天下版本已迭代更新，用户可以通过电视

端、移动端、PC端使用健康服务平台，实现个人、家庭、社区的电子健康档案管理、健康规划指导；百信

药房健康一体机项目合同持续推进中；目前，云商天下正在与北京惠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惠

每”，是高瓴资本集团和美国梅奥医疗集团共同在中国的合资子公司投资实体）探讨合作事宜，云商天下

将作为北京惠每的国内合作伙伴共同推广梅奥系统及管理服务；同时公司与合作伙伴联合研发智慧用药项

目，借助移动互联网扫码联结药店、医院、药企和患者,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动态、个性化的药学服务,实现

患者的智慧用药。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低压集抄系统 48,157,073.15 35,076,062.90 27.16% 9.51% 8.53% 0.66个百分点 

电能计量表箱 177,189,964.26 129,796,240.17 26.75% 8.93% 12.85% -2.54个百分点 

高低压成套 29,930,023.36 16,935,364.74 43.42% -13.91% -30.21% 13.21个百分点 

分行业       

电力设备行业 282,950,160.33 199,280,390.46 29.57% 9.23% 7.31% 1.26个百分点 

分地区       

华东 156,631,984.68 103,972,237.54 33.62% -12.22% -18.67% 5.27个百分点 

华南 44,257,290.75 39,174,668.43 11.48% 100.32% 152.16% -18.20个百分点 

华中 60,008,090.52 40,308,476.23 32.83% 64.01% 49.97% 6.2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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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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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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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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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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龙昌明 

  2016年 8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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