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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8-091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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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云声明：保证半年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正集团 股票代码 00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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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星毓 单菁菁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

术开发区融合北路 266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

术开发区融合北路 266 号 

电话 0991-3766551 0991-3766551 

电子信箱 zhuxingyu2016@163.com cloversjjj@126.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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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营业收入（元） 292,714,914.16 208,615,707.68 208,615,707.68 4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625,245.61 -34,511,775.23 -34,511,775.23 3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532,417.36 -38,205,373.59 -38,205,373.59 3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837,712.29 50,676,142.47 50,676,142.47 65.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0.0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0.07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4.80% -4.80% 1.6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497,577,480.29 1,675,798,213.56 1,675,798,213.56 4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4,449,934.65 765,382,247.01 765,382,247.01 2.4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第三十次决议通过，2017 年度本公司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规定，主要影响如下：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

为“营业外收支”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上期影响：调增资产

处置收益科目 1,349,365.12 元；调减营业外收入科目 1,349,365.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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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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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65,348 

林春光 境内自然人 5.00% 25,166,640 0 质押 25,166,640 

王文学 境内自然人 1.83% 9,215,129 0 质押 1,457,00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其他 1.40% 7,04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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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信托·润之

信 87 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新疆天成拓展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3% 5,17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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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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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伟 境内自然人 0.52% 2,635,900 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6% 2,305,67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表第三大股东王文学使用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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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第七大股东谭伟使用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35,900 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2,635,9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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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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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支持下，在公司经营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公司全员上下一心，实现营业收入

2.93亿元，同比增长40.31%；利润总额-0.21亿元，同比增长34.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24亿

元，同比增长31.54%。公司能源业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70亿元；眼科医疗业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72

亿元（当期未并入合并报表）；钢结构业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23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运营管理： 

一、明确战略发展思路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实际业务发展运营情况，结合未来发展趋势，积极落实战略发展规划，在完成资产结构

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及未来业务发展方向，布局优势产业，完成对新视界眼科51%股权的

收购，成功进军医疗服务行业，并进一步明确了“以能源为中心，大健康为目标”的战略发展思路。未来公

司将依托自身的发展优势及资本平台的融资优势，不断扩展业务版图，在稳步发展能源业务的基础上，进

一步做大做强医疗健康板块业务。 

二、加强应收款项的清收，提高资产变现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依照年初清收计划，在清欠办的统一部署下，通过细化分工，梳理历年逾期欠款明细情况，

分项目到人，领导牵头，小组合作，加大对历年逾期欠款的清收工作，将应收账款的清收与薪酬相挂钩，

通过多渠道清收欠款，提高应收账款的回款率，减少坏账的风险，节约筹资成本。同时辅以诉讼等手段不

断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度。此外，全面贯彻以现金流量为重点，在经营中不断修订目标预算。  

三、强化内部管理、对标优质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将内控审计作为常态化管理手段，完成集团层面的全面内控审计及各类专项审计11项，进

一步对全业务流程优化管理，并面向全员强化培训，树立风险控制意识。同时对标优质企业，强化成本控

制，狠抓运营管理，持续挖掘潜力，提高盈利能力。  

四、全面深化重组后企业融合 

重组交易完成后，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尤其是公司大健康板块业务的发展，公司从经营管理、业务、人

员、内控、资源配置等方面与新视界眼科进行整合。公司已按照重组协议约定向新视界眼科委派3名董事，

与新视界眼科的2名董事共同组成新的视界眼科董事会，负责新视界眼科的未来发展规划、产业战略布局

和“三重一大”等涉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事项。下一步，将依照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

对新视界眼科进行规范融合，推进其在法人治理结构、经营、人员、财务、资产、制度等各方面的进一步

规范，在规范运作的前提下，给予其经营管理层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最大限度地发挥经营团队作用。此外，

公司已完成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及聘任，新视界眼科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亦融入上市公司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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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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的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第三十次决议通过，2017年度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

“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本期影响：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

额-23,774,728.30元； 

上期影响：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上年金

额-33,595,225.47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

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

调整。 

 

其他收益：1,937,621.37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

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支”的资产处置损益重

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上期影响：调增资产处置收益科目

1,349,365.12元；调减营业外收入科目

1,349,365.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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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3月30日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订了《光正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资产购买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购买协

议》），以60,00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51%的股权。公司按照《资产购买

协议》的约定分别于2018年3月6日、2018年5月6日、2018年6月28日向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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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股东支付了3,000万元、9,000万元、30,000万元的股权收购款，2018 年 5 月 7 日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

资有限公司于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并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88667606U”）。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 永 麟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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