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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1                            证券简称：太阳能                            公告编号：2018 - 62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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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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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全部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负责人曹华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蓉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彩霞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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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 股票代码 0005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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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蓉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42 号节能大厦 7 层  

电话 010-83052461  

电子信箱 cecsec@cecsec.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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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849,450.78 2,309,668,186.27 -1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1,095,495.62 393,003,160.83 1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9,430,546.61 365,845,190.03 17.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3,021,111.77 282,721,431.10 -14.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67 0.1307 12.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67 0.1307 12.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 3.43%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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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9,361,604.00 31,548,274,203.16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15,504,575.37 12,098,950,062.88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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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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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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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27% 940,183,123 898,213,624   

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3% 103,125,264 71,750,004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0% 90,200,000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三号 
其他 2.76% 82,931,519 0   

长安基金－民生银行－长安悦享

定增 25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63% 79,200,769 0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4% 70,502,978 0   

蹈德咏仁（苏州）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8% 59,556,929 0 质押 14,520,000 

上海欧擎北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7% 59,375,814 0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9% 50,769,125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

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8% 50,380,7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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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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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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业务以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投资运营为主，主要产品为电力，该产品主要出售给国家电网；同时，公司还从事太阳能

电池组件的生产销售，组件产品主要用于对外销售。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90 亿元，同比降低 13.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1 亿元，同比增长 12.24%，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公司总资产为 321.49 亿元。 

    公司是以太阳能发电为主的投资运营商。2018 年上半年公司电站板块上网电量 18.07 亿千瓦时，发电销售收入 15.28 亿

元；太阳能产品板块实现组件销售 185.68 兆瓦，自制电池片销售 15.04 兆瓦，代工电池片销售 37.68 兆瓦，收入 4.57 亿元。

电站板块收入占公司总收入比重进一步上升，2018 年上半年电站发电板块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24.63%，占公司总收入的

76.80%，较去年同期占比增加 23.73%。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大力发展光伏电站的建设，现公司已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江苏、安徽、江西、上

海等十多个省市，建有光伏电站项目，装机规模约 4.2 吉瓦。2018 年上半年，公司下属 6 个电站运营大区电站规模分布如下：

西中区 888 兆瓦，西北区 714 兆瓦，新疆区 480 兆瓦，华北区 688 兆瓦，华东区 1065 兆瓦，华中区 357 兆瓦。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上网电量 18.07 亿千瓦时，较 2017 年同比增加 3.58 亿千瓦时，增幅为 24.71%；2018 年上半年发电

含税均价为 0.99 元/千瓦时，与 2017 年同期平均电价 0.99 元/千瓦时持平。2018 年上半年公司各大区上网电量情况如下：西

中区 3.76 亿千瓦时，西北区 3.39 亿千瓦时，新疆区 2.31 亿千瓦时，华东区 3.81 亿千瓦时，华北区 3.60 亿千瓦时，华中区

1.20 亿千瓦时。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青海瑞德兴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50 兆瓦项目的收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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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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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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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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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6月收购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投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青海瑞德兴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12,783,300.00  100.00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华斌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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