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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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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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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44,060,730.53 1,776,181,216.01 -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3,989,903.10 888,217,712.67 -63.5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6,335,473.60 -13.74% 618,222,857.70 -3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8,825,615.86 -64.86% 30,312,498.41 -7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303,201.70 350.94% -12,640,027.64 -29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4,363,711.56 276.62% 126,012,622.21 239.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63.64% 0.06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63.64% 0.06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0% -8.11% 3.36%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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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86,3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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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6,292.13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3,296,005.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2,118.33  

减：所得税影响额 9,589,638.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12,346.95  

合计 42,952,52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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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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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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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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7% 129,168,708 0 质押 78,250,000 

林春光 境内自然人 3.65% 18,874,980 18,874,980   

上海高毅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高毅

邻山 1 号远望基

金 

其他 3.38% 17,500,000 0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医疗

保健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5% 6,975,968 0   

徐九丁 境内自然人 1.26% 6,534,816 0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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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 3,298,900 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其他 0.59% 3,069,600 0   

席燕平 境内自然人 0.53% 2,720,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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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龙 境内自然人 0.49% 2,5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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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1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0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6,975,968 人民币普通股 6,975,968 

徐九丁 6,534,816 人民币普通股 6,53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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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8,9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3,069,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9,600 

席燕平 2,72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0,300 

胡雪龙 2,54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6,500 

丘勇奇 2,4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已知的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上表中股东徐九丁，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246,4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534,816 股；股东席燕平，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720,3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票 2,720,300 股；股东胡雪龙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546,5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票2,546,500股；股东丘勇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423,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4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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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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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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

额  

 期初余额/上期发生

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1 预付款项  42,412,611.32   29,501,651.79  43.76% 主要原因系本期预付货款所致 

2 其他应收款  35,641,951.23   22,781,663.09  56.45%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托克逊县鑫天山燃气有限公

司待收处置其子公司鄯善宝喧商贸有限公司股

权款余款所致 

3 长期股权投资  31,189,267.57   13,685,273.27  127.90% 主要原因系本期投资北京光正眼科医院有限公

司股权所致 

4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10,000,000.00   43,879,800.00  -77.21%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回新余明亮基金剩余本金所

致 

5 投资性房地产  32,419,193.74   86,297,405.55  -62.43% 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子公司光正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100%股权款，该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

围体系所致 

6 在建工程  53,000,562.23   27,596,818.30  92.05%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本期增加在建工程投入所致 

7 短期借款  90,000,000.00   10,000,000.00  800.00% 主要原因系本期取得银行贷款所致 

8 应付票据  56,810,689.38   4,030,903.66  1309.38% 主要原因系公司以应付票据购买材料货款所致 

9 其他应付款  367,247,535.41   144,742,361.19  153.72%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

院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款事项完成，根据合

同时间节点待付剩余股权款所致 

10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65,000,000.00   100,670,000.00  -35.43% 主要原因系本期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11 长期借款  320,000,000.00   160,0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期取得银行贷款所致 

12 资本公积  105,971,970.80   429,934,520.35  -75.35%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

院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款事项减少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所致 

13 盈余公积    20,253,935.26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

院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款事项所致 

14 未分配利润  -271,199,062.56   -55,198,376.82  -391.32%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

院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款事项所致 

15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323,989,903.10   888,217,712.67  -63.52%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

院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款事项所致 

16 少数股东权益  11,974,554.59   170,329,568.69  -92.97%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子公司上海新视界眼科医

院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款事项所致 

17 营业收入  618,222,857.70   990,081,399.97  -37.56% 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同比下降 

18 营业成本  409,954,546.07   606,834,668.99  -32.44% 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公司收入下降，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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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营业成本下降所致。 

19 财务费用  18,651,552.65   28,011,024.24  -33.41% 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贷款利息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20 投资收益  51,592,273.25   119,289,165.96  -56.75% 主要原因系本期出售子公司股权收益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21 信用减值损失  -8,240,375.90   -1,290,671.28  -538.46% 主要原因系本期计提坏账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22 所得税费用  12,435,572.63   52,635,075.64  -76.37% 主要原因系受收入下降影响所致 

2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6,012,622.21   37,148,241.42  239.22% 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公司本期收入成本费

用均大幅下降，公司紧缩成本费用支出，使其

下降幅度大于收入下降幅度所致 

24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2,292,601.27   303,551,776.58  -222.65% 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2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7,748,901.29   -498,757,353.95  133.63% 主要原因系本期归还银行贷款本金较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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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登记完成 

       2020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确定以2020年5月21日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向25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

分的158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4.29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20年7月15日，公司完成了上述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151万股，占授予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29%。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23名。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公司股票。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预留股份上市日期为2020年7月17日。 

       上述事项请详见2020年7月16日发布在指定媒体上的公告。 

（二）公司原副董事长林春光先生辞职 

        2020年8月5日，公司原副董事长林春光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职务，相应不

再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林春光先生辞职后不在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林春光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林春光先生

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截至林春光先生离职之日，林春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874,9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5%），林春光先生在辞职后六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林春光先生辞职后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进行股份管理。 

（三）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员工的

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有效推动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提议，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如下：  

1、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00元/股（含）； 

2、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回购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对核心骨干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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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

整后的政策实行。 

4、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资金

来源均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最高价不超过人民币15.00元/股，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

准； 

5、回购数量：以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上下限及每股最高价人民币15.00元/股计算，回购股份数量上限为不超过2,000,000

股（含），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387%，回购股份数量下限为不低于1,333,333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258%，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6、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上述回购股份方案已于2020年9月25日经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20年9月26日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相关公告。 

（四）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 

      2020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2020

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2020年10月17日，公司完成了该事项的相关变更手

续，具体变更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拟变更后 

中文名称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zheng Group Co.,Ltd. Guangzheng Eye Hospital Group Co.,Ltd. 

证券简称 光正集团 光正眼科 

英文简称 GZJT GZYK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

予登记完成 
2020 年 0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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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e=szse&orgId=9900016430&stockCode=002

524&announcementId=1208035791&announcem

entTime=2020-07-16 

公司原副董事长林春光先生辞职 2020 年 08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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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e=szse&orgId=9900016430&stockCode=002

524&announcementId=1208142809&announcem

entTime=2020-08-08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2020 年 0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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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e=szse&orgId=9900016430&stockCode=002

524&announcementId=1208496546&announcem

entTime=2020-09-26 

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 

2020 年 0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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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e=szse&orgId=9900016430&stockCode=002

524&announcementId=1208514286&announcem

entTime=2020-09-30 

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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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e=szse&orgId=9900016430&stockCode=002

524&announcementId=1208585435&announ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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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Time=2020-10-20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公告日，回购股份方案还未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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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3,500 -- 5,000 7,266.54 下降 31.19% -- 51.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 0.10 0.14 下降 28.57% -- 50.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1、受疫情影响，本年度公司各板块收入、净利润较上年都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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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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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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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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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 永 麟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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