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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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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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乐音响 60065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开兰 陈静 

电话 021-34239651 021-34239651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406号1号

楼13层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406号1号

楼13层 

电子信箱 office@facs.com.cn office@fac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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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0,288,844.29 11,843,293,540.04 1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764,864,107.02 3,584,940,019.34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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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429,198.67 -1,246,140,808.4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372,046,734.39 3,027,196,879.18 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3,303,735.65 55,623,710.24 42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0,846,798.93 41,254,607.10 144.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868 1.694 增加6.1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8 0.056 43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6 0.056 4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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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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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注 1） 

国有

法人 
21.99 218,085,513 76,412,609 无   

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6.98 168,442,082 140,185,482 质押 143,582,42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65 26,262,24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35 13,411,400   未知   

农银汇理基金公司－农行

－中国农业银行企业年金
未知 0.68 6,729,166   未知   



理事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66 6,581,089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9 5,822,024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7 3,666,601   未知   

奚涧涛 未知 0.33 3,259,40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2 3,134,746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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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低迷、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形势下，公司管理

层和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继续以绿色照明、智慧照明为基础，以智慧城市为平台，向着

智慧城市运营商、总包商的方向进行发展。同时，公司坚持产品创新和管理提升，积极推进内生

式增长、外延式扩张的整合式发展，主营业务继续保持增长，并在转型发展、生产经营、管理提

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作为一家大型绿色照明上市公司，公司所处的照明行业正在经历一个转型发展期。公司董事

会于 2017 年 3 月审议通过公司新发展战略，确定了公司以智慧城市为目标，向着承担城市运营的

方向发展的战略目标。公司将充分利用现在的发展机遇期，努力对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将飞乐音

响做大做强的愿景。 

2017 年公司的战略目标为：营业总收入 80 亿元。为了实现这一极具挑战性的战略目标，公

司将 2017 年定义为“管理年”，将“文化引领、战略转型、大区管理、资源统一、内控精准、增

收降本、产融创新、王者现金”作为新的三十二字经营方针，夯实管理基础，为下一轮快速发展



打好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37,205 万元，同比增长 11.39%，实现净利润 29,330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427.30%。其中，公司绿色照明产业全资子公司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实现营业

总收入 31,650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39.72%，净利润-2,035 万元，同比减少 211.45%；北京申安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76,855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26.08%，净利润 21,560 万元，同

比增加 199.15%；上海飞乐投资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4,478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8.18%，

净利润-2,735 万元，同比减少 401.88%。 

2017 年 5 月，华鑫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公司参与了本次华鑫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将持有

的华鑫证券 24%股权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方式认购华鑫股份 134,012,096 股 A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2.63%，本次交易确认的投资收益（税前）为 4.24 亿元，计提递延所得税 2.25 亿元。本次换股完

成前，公司按照权益法确认的华鑫证券投资收益为 1,233 万元，本次换股完成后，公司按照权益

法确认的华鑫股份投资收益为 568 万元。 

2017 年下半年，公司将按照年初制定的计划推进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机制体制、科技等

方面积极开拓创新，充分发挥企业活力，为实现年度经营目标提供坚实保障。同时，加强上市公

司的管控力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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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