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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永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俊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苏天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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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1,595,664.30 121,997,293.81 13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16,784.31 -11,546,586.18 5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072,505.45 -12,087,251.45 49.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455,571.48 -386,976.18 -17,58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1.52%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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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7,970,410.99 2,670,351,660.83 -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7,831,978.65 811,863,449.10 -0.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99,733.6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29,789.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7,113.7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6,133.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5,217.65  

合计 955,721.1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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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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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6% 129,168,708 0 质押 123,750,000 

林春光 境内自然人 5.00% 25,166,640 18,874,980 质押 25,166,640 

王文学 境内自然人 1.83% 9,215,129 0   

新疆天成拓展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7,160,500 0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华润

信托·润之信 87

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30% 6,560,000 0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1.01% 5,08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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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 0   

徐九丁 境内自然人 0.61% 3,07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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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韬 境内自然人 0.47% 2,351,1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129,168,708 人民币普通股 129,168,708 

王文学 9,215,129 人民币普通股 9,215,129 

新疆天成拓展投资有限公司 7,160,500 人民币普通股 7,160,5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 6,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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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润之信 87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林春光 6,291,660 人民币普通股 6,291,660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5,085,178 人民币普通股 5,085,178 

乌鲁木齐绿保能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徐九丁 3,070,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0,800 

徐韬 2,35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1,100 

刘静芳 2,207,536 人民币普通股 2,207,5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表中第三大股东王文学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755,12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215,129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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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光正燃气股权转让 

2019年2月19日，公司子公司光正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能源“）与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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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在喀什市签署了《关于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光正能源有限公司所持光正燃气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新疆火炬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光正能源持有的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燃气”）51%

股权。双方约定以2018年12月31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共同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进

行审计、评估。最终交易价格需待评估机构评估后由甲乙双方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载明的估值基础上协商确定，且不

低于30,600万元。 

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依照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为准，公司累计出售光正燃

气股权的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日，审计、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的相关尽职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待完成相关审计、评估后，公司将依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 

（二）产业基金对外投资 

近日公司获悉子公司新视界下属产业投资基金新余明亮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与山南市邰美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以人民币6,102万元受让其持有的青岛视康眼科医院有限公司54%股权，山南市邰

美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青岛视康视康眼科医院有限公司2019-2021年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不低于2,250万元并承担业绩

补偿责。新余明亮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已完成上述对外投资的股权交割及工商变便手续。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新疆火炬以现金方式收购光正能源持有

的光正燃气 51%股权 

2019 年 02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524&an

nouncementId=1205843752&announceme

ntTime=2019-02-21 

2019 年 03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524&an

nouncementId=1205881525&announceme

ntTime=2019-03-07 

2019 年 03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524&an

nouncementId=1205921967&announceme

ntTime=2019-03-2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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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 年 1-6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800 至 1,200 

2018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362.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系：1、本期新增合并主体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2、

本期预测中不包含预计处置光正燃气股权款收益。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周 永 麟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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