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京港 股票代码 002040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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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灯富

电话 025-58815738

传真 025-58812758

电子信箱 gfgs@nj-por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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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13,852.27 71,730,605.91 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689,148.38 10,971,249.26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607,131.45 8,776,279.11 -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026,504.79 11,382,875.11 40.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5 0.0446 -2.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5 0.0446 -2.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1.75%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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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93,537.67 1,055,037,208.00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45,882,993.80 635,193,845.00 1.6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65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港（集

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60.28%

148,201,

255

0

嘉实资本－

民生银行－

综艺控股金

秀3号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1,669,800 0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

司－恒鼎证

赢9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2% 1,025,750 0

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

司－瑞聚

218号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8% 922,700 0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

司－益民红

利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4% 838,500 0

孙学国 境内自然人 0.33% 816,823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摩根

士丹利华鑫

多因子精选

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9% 718,700 0

苏建岐 境内自然人 0.26% 627,700 0

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

司－瑞聚

221号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5% 623,500 0

胡湘和 境内自然人 0.22% 533,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前 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他上述股

东关联关系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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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不断加大的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科学精准实施宏观调控，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国民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主要指标逐步回暖，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 初

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968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 观察2015年

上半年的国际经济形势，全球经济增速低于预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影响我国出口

和金融稳定。 全球经济仍面临三方面的风险，不利于我国出口及金融稳定：一是美联储加

息将导致全球货币政策失衡和金融市场波动；二是欧日量化宽松导致全球新一轮贬值竞

争；三是地缘政治不稳影响国际经贸环境。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2015年上半年中国

港口增长呈趋势“微笑曲线”型，港口业整体保持低速增长。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速维持在7%左右，随着节日效应消退，二季度GDP增速较一季度略有提升，但总

体仍将维持收敛趋势，投资和出口态势低迷，经济发展维持慢行，使得我国港口生产形势上

半年仍未得到有效恢复，依旧保持低速增长。 上半年，国务院连续颁布《关于改进口岸工

作支持外贸发展的若干意见》、《源于加快培育外贸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出口

退税负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促进外贸发展文件，加上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区协

议正式签署，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及货币政策松动等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加力，预计下半年港

口生产有望随外贸形势好转而缓中取进。 但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投资、消费

和出口三驾马车动力不足，港口生产状况仍将面临较长时间的低速增长。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董事会、经营层带领全体员工努力奋斗，迎难而

上，扎实工作，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了公司安全稳定、经营平稳、发展有序。 2015年1-6

月份，公司完成装卸自然吨607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92%，为年度计划1,258万吨的

47.24%，实现营业收入7641万元，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1218万元，净利润1139万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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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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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2040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2015－026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

8月13日发出通知，于2015年8月18日在南京召开，共有董事9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占全体董

事人数的100%，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5年半年度报告》于2015年8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摘要》于8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对国内、国际油品市场走势的分析，公司认为燃料油贸易的市场规模较大，同时，

结合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为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切实推进公司转

型发展的战略部署，公司拟扩大营业范围，开展燃料油相关贸易。

根据工商登记注册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修改《公司章程》。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第十六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

许可经营项目：从事港口经营许可证许可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原油、成品油、液体化工产品的装卸，植物油及其他货物的装卸、仓储服

务，场地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工商

登记手续，公司可另开设业务发展所需的投资与经营项目，扩大经营范围。 ”

拟修改为：“公司经营范围是：

许可经营项目：从事港口经营许可证许可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原油、成品油、液体化工产品的装卸，植物油及其他货物的装卸、仓储服

务，场地租赁，燃料油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政府有关部门批

准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公司可另开设业务发展所需的投资与经营项目，扩大经营范

围。 ”（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注册登记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熊俊、徐跃宗回避表决。

对外担保事项公告详见公司2015-030号公告。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会议通知详见公司2015-029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040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2015－029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公司决定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召开大会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9月8日（周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9月7日—2015年9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8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9月7日15:00�

至2015年9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8号万达广场C座2111会议室。

4、现场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6、股权登记日：2015年9月1日

7、出席会议人员：

（1）2015年9月1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法律顾问及董事会邀请的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董事会决议于2015

年8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编号2015-026。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办法：

（1）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登记；股东代表

人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

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9月7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逾期不予受

理。

（3）登记地点：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4）授权委托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授权委

托人的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四、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1、投票的起止时间：2015年9月8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5:00。

2、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股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040 南港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2040；

（3）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申报价格，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

议案2，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 100.00元

议案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元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

案” ，对应的委托价格为100.00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

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和各议案都进行了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的“委托数量”具体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投票注意事项

（1）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

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

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本次会议有多项表决事项，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

出席本次会议，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

投票或投票不符合规定的，计为“弃权” 。

（5）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

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

号” 、“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

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

的，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

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南京港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

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5年9月7日15:00�至2015年9

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投票注意事项

（1）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2）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六、其它事项

1、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或交易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建邺区江东中路108号万达广场C座22层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58815738� � � 025-58812758

传真：025-58812758

联系人：吴伟 李钢

邮政编码：210019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附件一：回执

回 执

截止2015年9月1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南京港”（002040）股票＿＿＿股，拟参加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2015年 月 日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单位（个人）出席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2015年 月 日

委托意见表

序号 议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简称：南京港 证券代码：

002040

公告编号：

2015-030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经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2015年8月18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拟为参股公司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清江公司” ）提供担保。

清江公司因二期码头工程建设需要，拟向银行贷款人民币4,600万元，银行提出借款

担保的要求。 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拟对其提供不超过2,254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银

行实际放款之日起6年。

本公司董事熊俊、徐跃宗为清江公司董事，因此，此项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在董事会审

议该事项时公司关联董事熊俊、徐跃宗回避了表决，符合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0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的议案》。 清江公司于2010年6月24日经南京市工商管理局批准成立，2014年12月

增资后清江公司注册资本为7,000万元，本公司对其出资3,430万元，占其49%股份；南京

清江石化经销有限公司对其出资3,570万元，占其51%股份。 法定代表人为沈时洲，住所为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方水路168号-110。 经营范围包括：燃料油、成品油、液体石油化工产品

及原料的装卸、中转。

清江公司于2013年8月投产。 截至2015年6月30日，清江公司总资产为12,569万元，净

资产5,936万元。

清江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南京清江石化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江石化” ），清江石

化于1999年1月成立，现注册资本为18,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沈时洲，注册地址为

南京市建邺区双闸镇新闸村，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成品油批发、危险化学品批发

（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码头装卸。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仓储服务；管道输送；

汽车配件、船用机配件、农机配件、汽车销售；自有房屋、自有场地租赁（不含市场）；机械设

备、管道设备、电子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三、董事会意见

为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财务费用，积极推进清江公司的建设进程，确保清江公司二期码

头工程能够按时投产，保障本公司的投资收益，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清江公司贷款总额不超

过4,600万元的前提下，公司按照股比49%提供不超过2,254万元的担保。

清江公司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该担保对股东方公平、合理。清江公司同

时将对此项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以保障此项担保的安全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15年6月30日，包括拟为清江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实际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

为17,216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为10,734万元， 占公司2015年6月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16.62%。

五、独立董事意见

此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 被担保方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本次担保金额为不超

过2,254万元人民币。该公司其他股东按照股比提供担保。 本次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

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因此，该项担保是合理的，

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040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2015-027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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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麟 冯少伟

电话 0991-3766551 0991-3766551

传真 0991-3766551 0991-3766551

电子信箱 guangzheng@gzss.cc guangzheng@gzss.cc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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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76,477.22 284,029,717.21 -3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272,039.74 -13,514,713.72 2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016,347.66 -14,983,517.73 -10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235,623.33 3,783,335.53 223.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1.6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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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760,085.76 2,037,067,295.17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57,725,324.42 766,776,712.94 -1.1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76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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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1%

142,493,

848

0 质押

116,000,

000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约定赎回账

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0%

17,600,

000

0

KING�JOIN�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2.40%

12,085,

178

0

吴晓峰 境内自然人 1.31% 6,613,200 0

乌鲁木齐绿

保能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3,888,500 0

新疆新美股

权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0% 3,54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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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5,810

刘静芳 境内自然人 0.58% 2,907,536 2,907,536

许津津 境内自然人 0.46% 2,298,009 0

海通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交易所）

境外法人 0.40% 2,023,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麟除出资控股光正投资有限公司，并通过光正投资有限

公司间接控制公司之外，还参股了新疆新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比例为20%，同时还担任该公司监事职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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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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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以能源为中心”这一发展战略。 在外延发展方面，公司一

方面继续深耕新疆区域市场，寻求优质天然气合作伙伴和合作机遇；另一方面通过过去两

年开展的系列并购业务，公司燃气业务已初具规模，公司拟通过收购光正燃气有限公司少

数股东权益对现有燃气业务的进一步整合及规范管理，实现竞争环境下燃气业务的持续增

长。 内生增长方面，引进高端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并加强业务知识及技能的培训，针

对市场状况，明确从资源机会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的策略，促使天然气业务向专业化、精细

化、高效运营方向发展，大力提升公司价值。 钢结构业务方面，由于报告期内国家宏观经济

仍处在阶段性增长放缓的进程中，公司钢结构业务持续萎缩，公司继续实施“紧缩产能，杜

绝粗放，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策略，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深刻洞察国内外钢结

构发展新趋势、新技术、新领域，不断调整产品结构，适应市场需求。

公司2015年经营计划进展如下：

1、加快天然气项目的发展步伐，构建天然气的主导地位方面：2015�年 4�月 25�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关联交易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控股子

公司光正燃气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孙烨持有光正燃气的 49%的股权。 截止到目前，该事

项仍在推进中，双方已进行多次磋商，尚待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2、强化公司运营管控能力和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公司价值方面：明确了光正能源发

展从资源机会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的总体思路；在光正能源所有的加气站收费系统基础

上，统一智能化管理，借助银行等服务商的支持，将单站客户纳入体系管理，经过与多家供

应商的交流和沟通，现已进入具体准备阶段。 推行大客户管理；

3、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引进和培训方式，培养能源业务骨干核心队伍；成立能源集

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并要求各燃气分子公司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配置安全员，对各公司开

展安全管理培训。

二、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如下：

（1）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销售收入198,676,477.2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05%，

主要原因系本期钢结构市场不活跃，且竞争日益激烈，导致钢结构板块订单不足，收入减少

所致。

（2）净利润：本期公司实现净利润-10,272,039.7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99%，主要

原因系本期能源板块各子、孙公司前期市场培育以逐渐起到较好效果，致使利润增加，同时

公司向控股股东出售非流动资产，产生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2,235,623.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3.41%，主要原因系本期天然气业务已逐渐步入正规，产生较好的现金流，导致本期整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增加。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98,676,477.22 284,029,717.21 -30.05%

主要原因系本期钢

结构市场不活跃，且

竞争日益激烈，导致

钢结构板块订单不

足，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133,610,490.63 231,313,153.31 -42.24%

主要原因系本期钢

结构市场不活跃，且

竞争日益激烈，导致

钢结构板块订单不

足，收入减少相应成

本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42,908,003.85 17,369,737.91 147.03%

主要原因系本期能

源板块日益壮大相

应销售费用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 25,705,714.95 25,783,059.81 -0.30%

财务费用 16,376,577.75 18,342,643.17 -10.72%

所得税费用 2,743,979.29 -1,515,023.97 281.12%

主要原因系本期由

于钢结构板块亏损

未计提递延所得税

资产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235,623.33 3,783,335.53 223.41%

主要原因系本期天

然气业务已逐渐步

入正规，产生较好的

现金流，导致本期整

体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784,177.05 -53,204,675.62 59.06%

主要原因系本期对

外投资支付股权收

购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3,158,473.08 -391,040.45 -23,723.23%

主要原因系本期归

还借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02,707,026.80 -49,812,380.54 -106.19%

主要原因系本期归

还借款所致。

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钢结构行业

50,162,

635.69

60,913,

391.71

-21.43% -76.04% -68.26% -29.78%

天然气行业

142,814,

030.17

66,381,

227.27

53.52% 138.19% 160.64% -4.00%

供热行业 1,768,421.38 4,207,520.43 -137.93% -86.68% -67.83% -139.43%

分产品

钢结构工程

业务

5,960,929.30

11,668,

742.31

-95.75% -95.10% -88.95% -109.03%

钢结构销售

业务

40,535,

132.90

45,186,

152.78

-11.47% -53.73% -47.64% -12.96%

建材销售业

务

3,666,573.49 4,058,496.62 -10.69% 11,793.90% 20,096.26% -45.50%

天然气销售

131,001,

409.94

60,865,

320.28

53.54% 172.63% 186.71% -2.28%

天然气入户

安装

11,812,

620.23

5,515,906.99 53.30% -0.79% 30.10% -11.09%

供暖 1,768,421.38 4,207,520.43 -137.93% -86.68% -67.83% -139.43%

分地区

新疆地区

182,256,

887.14

116,546,

786.76

36.05% -30.66% -44.11% 15.39%

武汉地区

11,718,

196.68

14,215,

806.15

-21.31% -37.68% -23.52% -22.46%

浙江地区 770,003.42 739,546.50 3.96% -19.58% -77.66% 249.68%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天然气业务：

（1）与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西南石油勘探开发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了稳定的

战略合作关系；

（2）区域性低成本的气源供应体系与气源保障体系；

（3）拥有多个区域的燃气特许经营权。

钢结构业务：

（1）品牌优势 公司具有国际壹级施工资质，甲级设计资质，是集科研、设计、制造、施

工为一体的钢结构建筑高新技术企业，也是自治区唯一一家集设计、制作和安装于一体的

轻钢结构建筑单位。 自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公司品牌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高，

为公司后续业务拓展打开了新的局面，树立了高端、高技术、高质量的市场形象。

（2）地缘及规模优势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公司的主要产能均集中于

此。 新疆基地占地面积33万余平米，厂房面积达13万余平米，年产钢构件18万吨，拥有各

类钢结构生产线20余条：其中轻钢结构生产线6条，箱型（桥梁）结构生产线2条，重钢结构

生产线4条，二次加工（型钢）生产线2条，相贯线生产线2条，以及各类C/Z型钢、单板、复合

板等数十条钢结构围护体系专业生产线。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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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1-6月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增新设立合并单位3家，原因为：

1、子公司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6日，设立全资子公司阿图什市光正热力有

限责任公司；

2、子公司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设立非全资子公司喀什光正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3、子公司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设立全资子公司霍城县

光正燃气能源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永麟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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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8月

19日（星期三）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采取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送达、召开的时间、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

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5年8月20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15年上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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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于2015年8月19日在乌鲁木齐

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105号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

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经认真审核，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

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2015�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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