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475                                            公司简称：华光股份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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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559,392,211 股为基数，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共派发现金 55,939,221.10 元（含税）。

2017 年半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派送股票股利。 

该预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 华光股份 60047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建伟 万红霞 

电话 0510-82833965 0510-82833965 

办公地址 无锡市城南路3号 无锡市城南路3号 

电子信箱 600475@wxboiler.com 600475@wxboi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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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845,636,159.16 9,090,699,186.86 5,308,145,531.31 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470,522,688.69 4,207,424,528.41 1,588,571,105.47 6.2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55,814,823.73 208,743,408.30 -135,705,424.73 -222.55 

营业收入 2,560,778,571.08 1,976,840,734.02 1,656,171,191.53 2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3,913,382.34 375,835,033.56 51,598,293.68 -3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142,882.02 50,072,513.20 50,072,513.20 351.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13 10.29 3.43 

减少4.16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68 0.6903 0.2016 -32.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68 0.6903 0.2016 -32.38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向国联集团发行股份以吸收合并国联环保，向锡州国际支付现金购买其

所持有的友联热电 25%股权，向锡联国际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惠联热电 25%股权。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完成后，华光股份作为存续方，承继及承接国联环保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

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财务报告合并范围增加。 

本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国联环保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公司在编制合并当期财务报表

时，视同合并子公司在本公司最终控制方对其实施控制时纳入合并范围，并对合并报表的期初数

以及前期比较报表进行相应调整。根据重组要求，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6 日披露了 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10 月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16）019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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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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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72.11 403,403,598 403,403,598 无 0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53 8,556,719 8,556,719 无 0 

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4 6,936,416 6,936,416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6 2,000,000 0 无 0 

浙江纳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未知 0.33 1,831,000 0 无 0 

陈荣仁 境内自然人 0.23 1,277,104 0 无 0 

徐兵 境内自然人 0.22 1,235,000 0 无 0 

杨润洁 境内自然人 0.20 1,123,400 0 无 0 

史亚洲 境内自然人 0.18 1,011,510 0 无 0 

李文英 境内自然人 0.18 99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国联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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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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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7 年 6 月 26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向国联集团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国联环保，

原实际控制人国联集团成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详见

2017 年 6 月 28 日披露的《华光股份吸收合并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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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面临传统能源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大宗原材料市场（钢

材、煤炭等）大幅上涨，资金回笼压力大等不利因素，公司坚持稳健经营，防范风险；同时开拓

创新，积极适应市场新常态。2017 年上半年，华光股份完成销售收入 25.61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3.0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26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一）市场拓展方面 

华光股份深耕传统锅炉细分市场，积极开拓环保新能源发电领域；加强海外市场布局和拓展

方案，切实推进国际化。 

1、报告期内，锅炉设备完成新增订单 23.89 亿元，同比增长 59.48%。其中，海外订单新增

5.07 亿元、垃圾焚烧锅炉（含炉排）新增 7.05 亿元；报告期内，电站工程与服务新增订单 7.03

亿元，同比增长 37.21%，光伏电站工程新增订单 9.65 亿元。 

2、报告期内，公司签订了《伊拉克巴士拉 650MW 燃机联合循环电站扩建项目余热锅炉设备

采购合同》10 台 9E 余热锅炉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20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与江森自控集

团旗下全资子公司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1、临 2017-026）。 

（二）技术创新方面 

公司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着力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企业合计获得授权专利 26 项，其中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 19 项，母

公司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称号。公司与清华大学等知名院校合作，进一步加大技术攻关

及产品应用，公司进一步深入研发新型环保节能型锅炉，优化大型垃圾锅炉技术、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余热锅炉技术等，加大中试平台的推进工作，包括垃圾气化中试装置及煤气化加压中试装置。

华光新动力积极拓展公司业务范围，“烟气协同脱硝脱汞催化剂”获得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称号。 

 

（三）生产技改/项目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提升生产制造及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内部挖潜，降本增效；完善流程，

防范风险。 

报告期内，母公司累计投产 74 台/12,457.94 蒸吨，同比增长 31.78%，出产 50 台/9,083.27 蒸

吨，同比增长 39.92%，发完 47 台/8,569.7 蒸吨，同比增长 56.87%。子公司华光工锅累计出产 41

台/2,595 蒸吨，同比增长 29.20%。 

华光电站报告期内仍为项目建设高峰期，公司共开展 26 个项目施工建设，涉及传统电站总包、

光伏电站 EPC、污泥焚烧、技术改造等各个领域，其中海外电站总包项目 6 个，光伏电站工程项

目 11 个，报告期新增承接光伏电站工程装机容量 180MW，公司累计承接光伏电站工程装机容量

337MW。 

华光新动力报告期内开展了锅炉低氮改造、脱硫脱硝、除尘、湿法电除尘和 MGGH 等项目，

其中惠联 6#炉超低改造项目 MGGH 已投入运行，达到设计要求。报告期内，国联环科投资建设

运营的常州武进污泥干化焚烧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 1.13 亿元。世纪天源累计地热供暖签约

面积超过 300 万平米。 

（四）热电能源供应方面 

热电板块围绕“做大做强供热业务”和“打造热电管理标杆企业”的目标，继续深入开展各项工

作，公司的热电板块主要以供热为主，经营情况如下： 

公司热电企业相关经营数据如下（2017 年 1-6 月）： 

项目 单位 友联热电 惠联热电 
惠联垃圾 

热电 
新联热力 

售热收入 万元 9,926.38 24,198.73 / 15,716.22 

售电收入 万元 2,887.86 5,419.94 1,668.27 / 

发电量 万千瓦时 9,855 18,800.02 4,971.07 / 

售电量 万千瓦时 7,393.43 13,827.67 3,002.90 / 

平均上网电价（含税） 元/千瓦时 0.457 0.44 0.65 / 

（五）对外投资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向国联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国联环保，向锡洲国际支

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友联热电 25%股权；向锡联国际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惠联热电 25%股

权并向华光股份 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公司总股本由期初 256,000,000 股增至 559,392,21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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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蒋志坚 

2017 年 8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