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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7                           证券简称：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2017-056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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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宜昌交运 股票代码 00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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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军红 王凤琴 

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 5 号 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 5 号 

电话 0717-6451437 0717-6451437 

电子信箱 hjh@ycjyjt.com wfq@ycjyj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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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64,503,764.76 811,378,028.50 1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037,317.03 24,921,485.89 2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443,321.46 24,486,657.56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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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334,100.01 55,240,827.58 -32.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00 0.1867 28.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00 0.1867 28.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2.68%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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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151,600.92 2,291,317,281.94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0,221,966.07 928,111,317.1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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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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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交通旅游

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66% 47,604,636 0   

湖北省鄂西生

态文化旅游圈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8% 9,445,36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65% 2,202,100 0   

武汉金瑞麟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金瑞麟尊

享二号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1.12% 1,500,000 0   

北京成泉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成泉尊享一

期基金 

其他 0.70% 939,358 0   

罗斌 境内自然人 0.66% 880,000 0   

西藏神州牧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天路十号

证券投资私募

基金 

其他 0.54% 720,914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因子精

选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679,198 0   

孙慧正 境内自然人 0.49% 650,000 0   

杜坤 境内自然人 0.41% 551,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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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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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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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2017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秉承“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理念，

克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市场竞争激烈等诸多不利因素，努力实现了企业发展持续向好、经营业绩稳步提

升。全体董事忠实勤勉，管理团队锐意进取，全面完成了各项既定工作任务，有效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6,450.38万元，同比增长18.87%；利润总额4,526.00万元，同比增

长30.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03.73万元，同比增长28.55%。 

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道路客运产业：面对道路客运新型业态的严峻挑战，道路客运产业持续深化“站商融合、四级网络、

电商服务、创造价值”的经营模式，以道路客运班线公司化改造和资源整合等项目拓展为着力点，扎实推

进各项工作。报告期内，道路客运产业在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并购项目均取得重要成果，松滋至荆州908、

909路城际公交线路于4月21日正式开行，5月18日松滋金松客运站建设完成，松滋公司及松滋客运中心完

成整体搬迁工作，6月初完成宜昌至秭归线路全部50台车辆的公司化改造工作，宜昌至秭归809路城际公交

于7月6日正式开通；持续关注行业政策变化，组织专业团队深入深圳东部巴士、比亚迪等企业进行电动公

交客车研究，利用电动车燃料成本优势扭转城市公交经营困境，报告期内，新投入纯电动客车30台；全面

推行长途客运班线实名制售票工作。 

旅游客运产业：抢抓三峡升船机开通契机和客船限制过闸情况下的豪华星级游轮转运市场， 3月18

日，三峡升船机旅游新产品正式首航，旅游客运产业以此为契机开启与大型游轮的翻坝对接合作，构建形

成完善的覆盖游轮、港站、旅游车运输的翻坝对接服务体系；推进“交运*两坝一峡”游船提档升级和市

场整合工作；全面落实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游轮旅游产品共运行391航次,同比上升

57.29%;接待游客24.94万人次,同比上升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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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营销产业：克服行业增速普遍放缓、产业政策不断调整和市场竞争白热化的不利局面，继续在品

牌拓展与优化方面实现突破。报告期内，新增上海斯柯达和悦达起亚两个品牌的区域代理权，截止目前，

公司拥有“8个品牌14家店”（含在建）的经营规模。 

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 

1、三峡游轮中心项目 

报告期内，项目公司持续推动征收拆迁工作，着重开展水工码头开工准备工作，继续完善相关施工手

续，施工、监理单位均已完成进驻现场前相关准备工作。 

2、东站物流中心项目 

报告期内，招商中心工程结构封顶，计划下半年前竣工；汽车物流城A/B区抓紧推进开工准备工作；

项目预招商取得一定进展，已接受多家客户的预订。 

四、再融资事项 

2016年公司顺利启动了自上市以来面向资本市场的首次再融资，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募集资金不

超过10亿元。2017年3月22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7

年7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1144号）。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发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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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会计政策变更的性质、内容和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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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

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

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②本公司执行上述两项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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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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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益：8,056,6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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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增合并范围的单位为湖北宜昌交运恩施麟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因为：恩施麟昌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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