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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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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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火炬 60308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韦昆 朱阳春 

电话 0998-2836777 0998-2836777 

办公地址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世纪大道

南路77号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世纪大道

南路77号 

电子信箱 xjhj@xjhjrq.com xjhj@xjhjr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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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080,493,873.18 1,118,370,620.18 -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72,799,344.49 959,791,728.15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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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06,447.85 32,772,630.71 62.05 

营业收入 170,130,506.38 157,011,066.13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9,046,941.09 36,878,935.84 5.88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080,199.19 37,809,858.15 -1.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00 7.99 减少3.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3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3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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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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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安林 境内自

然人 

33.09 46,825,000 46,825,000 无   

北京君安湘合投资管理企

业（普通合伙） 

其他 8.43 11,930,000 11,930,000 质押 8,350,000 

赵海斌 境内自

然人 

5.26 7,440,000 7,440,000 无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

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5.26 7,440,000 7,440,000 无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73 6,696,000 6,696,000 无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1.97 2,790,000 2,790,000 无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1.58 2,232,000 2,232,000 无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1.41 2,000,000 2,000,000 无   

麦盖提刀郎庄园新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41 2,000,000 2,000,000 无   

张秀丽 境内自

然人 

1.31 1,860,000 1,860,000 无   

郭鹏 境内自

然人 

1.31 1,860,000 1,860,000 无   

严始军 境内自 1.31 1,860,000 1,860,000 无   



然人 

秦秀丽 境外自

然人 

1.31 1,860,000 1,860,000 无   

陈志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1 1,860,000 1,86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赵海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安林之

子；股东陈志龙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安林之侄

女婿；股东昆吾民乐九鼎、嘉兴九鼎一期、苏州安丰九鼎、

昭宣元盛九鼎、昭宣元泰九鼎为一致行动人；股东秦秀丽

为股东严始军之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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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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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度，公司坚持以党中央明确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为统领，聚焦社会稳

定和脱贫攻坚，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在内的天然气工程建设项目，努力承担

社会责任，依托区域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安全运营管理，通过发展乡镇燃气、扩大燃

气普及率，打造清洁能源，防范能源安全隐患，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升老百姓生活水平。公司

全体员工团结一心、攻艰克难，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0亿元，同比增长 8.36%；利润总额 0.44亿元，同比增长 6.06%；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39 亿元，同比增长 5.88%，基本每股收益 0.28 元，同比降低 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4%。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销售收入 1.54 亿元，同比增长 8.70%。 

主要业务发展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同比增幅% 



一、天然气销售（万 m3） 

居民用气 4,851.23 4,609.37 5.25 

商业用气 1,092.94 1,010.10 8.20 

工业用气 1,439.33 837.28 71.91 

车辆用气 2,188.10 2,602.97 -15.94 

合计 9,571.60 9,059.72 5.65 

二、入户安装（户） 

其中：居民用户 9,656 10,570 -8.65 

非居民用户 293 224 30.80 

合计 9,949 10,794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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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