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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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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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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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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地产 600708 海博股份、东海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代行）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智刚 郑超 

电话 021-32211128 021-32211128 

传真 021-32211128 021-32211128 

电子信箱   13122451222@126.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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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95,215,767.70 49,924,818,062.37 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085,062,590.07 7,942,753,063.52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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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004,692.20 -1,838,046,939.05 150.98 

营业收入 4,780,849,290.55 5,274,647,888.32 -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2,309,526.55 136,026,476.03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35,894,945.99 90,604,912.30 49.99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8 2.21 减少0.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79 0.1259 -14.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79 0.1259 -14.30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6,03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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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8.22 504,043,863 321,277,459 未知 0 

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6.07 211,981,831 211,981,831 未知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30 30,383,211 30,383,211 未知 0 

申万菱信资产－招商银行

－华润深国投信托－瑞华

定增对冲基金 2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4 25,547,445 25,547,445 未知 0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81 23,813,868 23,813,868 未知 0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国有法

人 

1.81 23,813,868 23,813,868 未知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惠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1 23,813,868 23,813,868 未知 0 

上海信达汇融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沁

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国有法

人 

1.81 23,813,868 23,813,868 未知 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策略投资产品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6 21,897,809 21,897,809 未知 0 



张智刚 境内自

然人 

1.44 18,947,587 18,947,587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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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外部环境分析 

    2016年上半年，房地产政策环境保持了宽松趋稳的态势，在市场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等不

断释放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总体处于量价升温、高位盘整的状态。 

    一方面，在楼市政策整体基调维稳宽松的环境下，核心一、二线城市与周边区域市场热点不

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 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71,416 万平方

米，比 5月末减少 753 万平方米。今年 1-6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64,302万平方米，全国商品房

销售额 48,682亿元。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百城住宅均价环比持续上涨，

累计上涨 7.61%。 

    同时销售的持续回暖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房企加快土地储备的意愿，融资环境的宽松也改善了

房企的资金面，部分城市地价短期内涨幅显著，土地储备重心不断向基本面稳定向好的一、二线

城市集中，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房地产企业间行业竞争与资源整合不断加剧，未来行业竞争格局

仍将维持持续升级的趋势。 

    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销售保持较高增速，但也在经历回落过程，在部分地方政府加大力度

因城施策，尤其是部分一线城市已率先出台收紧措施的背景下，从限购条件、限购范围、房地产

金融、信贷政策、公积金政策等方面出现了调整和审慎管理的现象，房价的涨幅速度逐步有所放



缓，楼市分化较为明显，在部分二线热点城市或将迎来更具差异化特色的政策，部分热点城市或

将采取更细化的价格监控及房地产信贷政策，而在库存压力依然不小的部分三、四线城市，市场

将仍以去库存、促消费为主基调，未来或将继续落实政策、调节供应以加快楼市库存去化。 

   （二）、报告期内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6年上半年，公司在“转型创新，夯实基础，稳中求进，重在快进”工作主基调的指导下，

加速适应新形势，转型适应新常态，积极实现新布局，根据整体战略导向的要求，打造以房地产

开发经营平台为主体，资产商业运营和资本证券化协同，地产金融化和“互联网+”共同驱动的发

展格局，逐步推进聚焦上海的战略布局，积极探索通过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历史

名镇保护开发、保障房和光明食品集团殷实农场建设、合作开发、兼并收购等灵活的拓展方式获

取项目资源。坚持聚焦房地产主业，以上海为主战场，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力量，寻求更多优质

的社会资源。经营上，通过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提效益、促平衡，稳中有为、稳中有进、

稳中提质，稳中快进。注重转型发展，结构性的改革创新，注重制度建设，提高公司管控的有效

性，打造质量效益型企业，持续保持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541.95 亿元。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2亿元，同比增加 4.62%，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81亿元，同比减少 9.36%。  

    一、理性操作，加大土地储备力度。 

    公司在土地储备上立足坚持精耕上海，稳健拓展经济发达和人口导入型的省会中心城市，通

过整合更多优质资源，积极探索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新市镇建设、特色小镇、历

史名镇保护开发、保障房建设、殷实农场建设、合作开发、兼并收购等灵活方式把控投资拓展的

方向和节奏，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上半年公司在上海等地共新增土地储备面积 32.80

万平方米。 

    二、加强内部管控力度，运营质量逐步提升。 

    一是销售和资金回笼情况进一步提升。上半年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83.74 万平方米，同比去年

同期增长 128.80%，公司签约金额为 84.62亿元，同比增长 149.84%。从今年年初起，公司就以销

售工作为龙头，加快营销去化速度与销售回笼。积极把握销售节奏，灵活调整营销手段，通过进

一步加强营销精细化管理，适应区域市场客户需求，加快营销去化速度与销售回笼，上半年在上

海、湖南、浙江、江苏等多个楼盘的开盘首销中均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

青睐。 

    二是严把品质关，加大新技术投入。公司从设计源头对处于产品设计阶段项目进行严格把关，



以产品设计阶段的品质及成本控制为重点抓手，重点对房型设计、社区规划、建筑构造等技术领

域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响应政府推进住宅产业化进程，积极投入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工程管理。 

    三是完善成本管控体系，加强项目预算管理。公司借助 ERP 管理平台，全面建立目标管理体

系，完善项目信息和数据库建立，锁定收益目标，即目标收入、目标成本、目标利润、目标利润

率，统一数据口径，提高项目整体运营质量水平。 

    四是拓展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公司通过一期中期票据的成功申请与发行，积极开拓创

新融资渠道，为公司发展注入低成本血液。未来公司还将积极寻求多种融资渠道及融资创新获取

低息资金，同时严格执行资金集中管理原则，确保上下资金的灵活调配与现金流顺畅。 

    三、加快物流资源整合，布局升级转型。 

    积极推进军工路冷库的“停库转型”工作，取得了冷库如期停库，提前关停市场，如期处置

液氨的三个节点的实现。在物流业务上，推进“板块化经营”，以“自贸区供应链”和“西虹桥冷

链园”为未来发展重点，积极推进供应链板块的整合以及冷链城配板块的整合，开拓新的业务增

长点，提升专业安全的储运能力，解决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在途安全”问题和“最后一公里”

的能力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上半年度公司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无重大火

灾事故或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发生。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有效落实活动方案，增

强公司上下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各级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保障了安

全生产的良好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还荣获了由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联合

测评的“2015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50强”，荣获了“2015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优秀

公司”等荣誉称号。公司子公司上海菜管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 2015 年度农

业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三）、下半年经营规划 

    下半年，公司将坚持在“转型创新，夯实基础，稳中求进，重在快进”工作主基调的引领下，

集聚各方资源，突破发展瓶颈，增强发展的后劲，培育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健康、快速、

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转型创新：聚焦上海，发挥上海本地国资企业的背景优势，把握发展契机，主动对接区域政

府，以符合政策导向的形式积极创新资源获取模式，储备与整合优质资源，通过探索上海区域内

的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历史名镇保护开发、城镇化、新市政、特色小镇、保障房、



和光明食品集团殷实农场建设、合作开发、兼并收购等形式获取项目资源并持续开发经营。积极

拓展房地产产业链转型，通过推动会议经济、会展经济、教育、体育、文旅、都市农业等产业协

同，逐步形成“互联网+”、“金融+”和轻资产专业运营的产业格局。 

    夯实基础：不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业务流程，持续完善管控体系，以精细化管理和精准化

运行为目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通过加强计划管理，有效推进各项计划指标的落实，以质量巡

检等形式，有效促进工程施工质量稳定提升，不断夯实公司管控基础，提升企业整体运营的效能。

在资金管理上，加强集约管控，加强对资金情况的动态监控，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加速探索开

拓创新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中，公司将持续强化对政策、市场、行业的研究，增强政策与市场

风险应变能力，切实提高运营风险防范能力。完善风险控制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升管控能级。

在物流板块中，继续根据“以进口食品、生鲜配送、西虹桥国际冻品为龙头，通过对海博物流资

源整合，合理利用各方相关资源，打通冷链产业链，逐步打造冷链食品供应链”的战略思路，推

进海博物流经营管理和各项工作，着重进行“运作能力、经营模式”两个建设，提升和夯实海博

物流的经营基础。 

    稳中求进：通过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提效益、促平衡，稳中有为、稳中有进、稳中提

质，稳中快进。注重转型发展，结构性的改革创新，注重制度建设，提高集约管控的有效性，打

造稳健发展、质量效益型的企业。 

    重在快进：始终以销售为龙头，顺势而为，灵活应变，适应宏观经济新常态。以冲指标、去

库存、抓回款为重点工作，不断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影响力，努力完成年度经济目标任务。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的变更。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