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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7-051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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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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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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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正集团 股票代码 00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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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麟 朱星毓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北路

266 号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北路

266 号 

电话 0991-3766551 0991-3766551 

电子信箱 guangzheng@gzss.cc  zhuxingyu2016@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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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08,615,707.68 215,748,417.29 215,748,417.29 -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511,775.23 -26,822,998.02 -26,822,998.02 -2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205,373.59 -29,017,482.34 -29,017,482.34 -3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676,142.47 4,194,722.93 4,194,722.93 1,108.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 -3.49% -3.49% -1.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612,026,562.26 1,620,514,246.71 1,620,514,246.71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8,228,604.83 736,649,222.37 736,649,222.37 -2.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调整燃气公司营业成本核算范围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会计

政策的议案》，议案相关内容：公司的会计政策变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及相关监管要求，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对公司现行会计政策中涉及燃气业务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等部分科目的相关

内容进行变更。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并且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经计算，公司上述会

计政策变更，仅影响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对 2016 年年初留存收益、2016 年年末留存收益均无影响。（2）执行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公司按照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3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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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66% 154,335,348 0 质押 132,520,000 

王文学 境外自然人 1.83% 9,212,129 0 质押 1,318,216 

童美芳 境内自然人 1.06% 5,338,700 0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1.01% 5,085,178 0   

冯中美 境内自然人 0.78% 3,902,201 0   

陈乐 境内自然人 0.70% 3,512,100 0   

乌鲁木齐绿保

能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3,508,700 0   

黄建东 境内自然人 0.66% 3,306,100 0   

杨小霞 境内自然人 0.59% 2,974,100 0   

新疆德广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8% 2,925,810 1,462,9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可知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可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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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第二名股东王文学（无限售）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755,129 股，其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9,212,129 股；上述第九名股东杨小霞（无限售）通过投资者信用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974,100 股，其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974,100 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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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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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智能制造为基础，以清洁能源为核心”这一发展战略，同时公司完成了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及业务

整合。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管理效率，优化了产业结构布局及内部资源配置。能源板块一方面继续巩固公司在南疆地区的资

源优势，积极获取新的气源点阀室，另一方面公司进一步扩大网点布局，形成品牌规模，同时积极推进智能卡推广，开展整

体营销，绑定大客户的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提高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在深耕细分区域市场燃气销售、新能源业务开发、

市政工程三项常规业务的同时积极探索能源贸易配送、非油气品业务等两项创新业务，在现由油气业务资源的基础上融入非

油气业务，提高经济效益。钢结构板块一方面抓住新疆大力投入基础建设的机遇，盯住具体项目部署营销策略，优选订单，

以销定产，取得一定成效；另一方面开展应收账款清收小组工作模式，将账款清收与绩效挂钩，加强应收账款清收力度，强

化现金流管理意识。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861.5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31%；其中：天然气行业收入14,128.72万元， 较上年同

期12,812.65万元增长10.27%，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67.73%； 供热行业收入848.91万元,较上年同期1162.17万元下降26.95%，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4.07%；钢结构行业收入5,883.94万元,较上年同期7,600.02万元下降22.58%，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8.20%。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3,359.52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3,451.18万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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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调整燃气公司营业成本核算范围 

        2016年12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议案相关内容：

公司的会计政策变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相关监管要求，结合公司生产

经营实际情况，对公司现行会计政策中涉及燃气业务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等部分科目的相关内容进行变更。 

  公司自2016年1月1日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并且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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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计算，公司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对2016年年初留存收益均无影响。对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的追溯调整如下： 

调整2017年1-6月的合并利润表中的上期金额 

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上期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上期金额 

营业成本 146,821,549.64 33,180,455.34 180,002,004.98 

其中：天燃气行业 53,618,520.91 33,180,455.34 86,798,976.25 

销售费用 43,694,416.13 33,180,455.34 10,513,960.79 

其中：职工薪酬 12,728,405.70 10,756,447.60       1,971,958.10  

折旧及摊销 19,659,925.67 18,391,632.91       1,268,292.76  

办公费 306,159.67          306,159.67  

运费 416,397.89          416,397.89  

天燃气行业专项储备 3,033,277.68        3,033,277.68  

业务招待费 331,915.32          331,915.32  

广告宣传费 108,262.00          108,262.00  

加气站运营费 5,632,898.81 4,032,374.83       1,600,523.98  

其他 1,477,173.39  1,477,173.39 

 

调整2017年1-6月的合并现金流量表的上期金额如下： 

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上年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上年金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9,987,529.13  4,032,374.83 184,019,903.9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652,578.84  -4,032,374.83  18,620,204.01  

  
（2）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本公司自2016年5月1日执行该规定，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1）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

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

费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2016年5-6月

金额1,622,519.98元，调减管

理费用本年金额1,622,519.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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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取

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净

利润 

鄯善宝喧商贸

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2日 15,980,000.00 100.00 购买 2017年2月22日 取得实质控制权 31,897.00 -656,110.99 

吐鲁番市光正

燃气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4日 6,144,300.00 100.00 购买 2017年1月24日 取得实质控制权  -135,178.41 

     

    (二) 处置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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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无处置子公司情况。 

        (三)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2017年度新设立子公司，增加2家合并单位 

    子公司光正能源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6日注册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光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孙公司巴州伟博公路养护

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注册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光正能源有限公司。 

 

 

 

 

 

 

 

 
 

                                                      董  事  长：周永麟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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