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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9                            证券简称：国际实业                          公告编号：2017-31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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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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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健翔 董事 出差 李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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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8113929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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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00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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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润起 顾君珍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南

路 358 号大成国际 9 楼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南

路 358 号大成国际 9 楼 

电话 0991-5854232 0991-5854232 

电子信箱 zqb@xjgjsy.com zqb@xjgjsy.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2,245,854.86 223,064,363.35 -4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385,497.60 -15,489,298.21 -28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9,122,992.50 -9,403,787.52 -3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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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123,880.80 -84,092,188.22 41.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5 -0.0322 -289.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5 -0.0322 -289.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0.72% -2.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044,702,151.49 3,116,249,830.61 -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28,526,632.74 2,189,295,177.8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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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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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泰中晟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64% 142,605,016  质押 72,000,000 

芦艳丽 境内自然人 0.50% 2,428,402    

袁建良 境内自然人 0.44% 2,100,000    

梁浩 境内自然人 0.35% 1,700,000    

陆继东 境内自然人 0.35% 1,676,700    

刘长源 境内自然人 0.28% 1,356,308    

徐冬水 境内自然人 0.27% 1,28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6% 1,254,400    

袁英 境内自然人 0.24% 1,162,000    

郑伟 境内自然人 0.20% 961,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乾泰中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前 9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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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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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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国际油价呈现震荡走势，受其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也经历了6跌4涨的震荡下行走势，国内成品油供需仍供大

于求，市场竞争加剧，中石油、中石化降价促销，民营油品经营企业深受影响，销量降低，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公司调整

经营思路，紧跟调价时机，采取“即采即销，低库存运行、开拓大客户，严控客户赊销额度，加大仓储业务”等经营策略，同

时继续加强与大客户的采销合作，拓宽油品采购、销售渠道，增强油品价格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开拓南疆销售渠道，拓展

油品经营业务，2017年上半年油品产业实现销售收入6886.5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3.71%。 

    2017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政策主要强调坚持住房居住属性，地方继续因城施策，控房价防泡沫与去库存并行。乌鲁木

齐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低迷的状态，本地区房产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而销售量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地下滑，

报告期公司房地产业以销售南门国际城商业房产、绿城•南山阳光库存房产为主，未开发新房产，受市场环境影响，报告期

公司房产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2017年公司房地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199.9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8.43%。 

    托克马克年40万吨炼化项目于2017年在4月份完成了异构化装置的调试运行，常压装置、异构化装置及相关配套设施已

贯通，可生产出汽油、柴油、渣油、液化气等产品，在原料供给充足、各产品销售顺畅情况下，可进行持续生产。报告期，

公司积极与吉国原油供应商、俄罗斯、哈萨克等产油国供油企业接洽，保障原料供给，同时积极拓展各产品的销售渠道，加

速库区周转，提升产量，提高生产效率。 

    呼图壁县工业园区生物柴油一期项目，报告期主要对污水处理提标改造，污水提标改造的土建工程已完成，系统已具备

接收工艺全水的条件，因所在的工业园区污水厂设施处于环保检查阶段，未能按计划开机，影响了污水处理系统中菌种的培

养计划，为了能尽快完成建设，目前正在进行带水联动试车，待工业园区完成环保检查后，可进行生产工艺调试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夯实内部管理，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强化制度管理，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加强预算管理，控

制各项费用支出，最大限度降低运营成本；加强员工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员工业务水平和创新意识。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224.5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0.71 %，主要原因是油品和房地产业销售收入较上年减少所

致；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38.5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89.85 %，主要系本期证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较上年

同期增大，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致使财务费用增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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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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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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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报告期在深圳成立深圳博睿教育技术有限公司，本期纳入母公司的合并范围之内。 

在北京成立北京创世纪蒲公英教育技术有限公司，纳入深圳博睿公司的合并范围之内。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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