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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梨股份 
XINJIANG KORLA PEAR CO.,LTD 

公司代码：600506                                公司简称：香梨股份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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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梨股份 60050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阿尔斯兰·阿迪里 史兰花 

电   话 0996-2115936 0996-2115936 

办公地址 新疆库尔勒市圣果路圣果名苑 新疆库尔勒市圣果路圣果名苑 

电子信箱 xlgf_dmb@163.com xlgf_dm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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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85,951,871.95 283,098,444.40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66,394,472.79 267,524,693.33 -0.42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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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5,433.11 14,758,959.96 52.69 

营业收入 33,847,975.53 19,851,392.42 7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8,281.39 -3,599,12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90,430.71 -4,145,97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5 -1.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2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84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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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新疆融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88 35,278,015 0 无 0 

费  杰 境内自然人 4.16 6,137,415 0 无 0 

张  健 境内自然人 2.87 4,243,469 0 质押 4,200,000 

何文雅 境内自然人 2.53 3,741,052 0 质押 3,741,052 

袁  芳 境内自然人 2.07 3,062,838 0 无 0 

林志根 境内自然人 1.99 2,933,400 0 无 0 

伍  平 境内自然人 1.40 2,063,278 0 无 0 

陈俊楠 境内自然人 1.30 1,926,826 0 无 0 

陈曼华 境内自然人 1.10 1,620,000 0 无 0 

盘鉴广 境内自然人 1.09 1,604,90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融盛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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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林果业种植和果品销售业务为主营业务。公司在稳定现有果品销售客户的

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果品销售力度，努力提高果品市场占有率，公司主营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增

加。 

公司在做好主营业务的同时，继续加强各生产基地的管理，积极推进房产子公司的项目开发

建设，抓紧办理工业用地用途变更事宜，择机处置闲置的果酒生产设备；同时，公司进一步强化

预算管理，完善成本分析考核机制，抓好降本减费、提质增效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84.8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0.51%。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3,353.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2.29%；其他业务收入为 31.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9.38%。

营业利润-17.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94%；主营业务利润 178.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8.78%。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3 万元，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347.08 万元，亏损减少 96.44%。 

主营业务分析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3,847,975.53 19,851,392.42 70.51 

营业成本 32,065,495.24 18,796,493.23 70.59 

销售费用 539,917.54 565,370.77 -4.50 

管理费用 3,448,287.71 4,431,891.27 -22.19 

财务费用 -75,889.87 -160,119.67 5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35,433.11 14,758,959.96 52.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54,882.32 -9,751,519.04 299.51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果品销售量及销售单价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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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果品销售量及收购成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期处置资产致本期折旧费用减少。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依据财政部规定对税金核算科目的调整及上期存货报损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果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陈义斌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8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