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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7-074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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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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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星能源 股票代码 00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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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科 杨建峰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16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166 号 

电话 0951-8887883 0951-8887923 

电子信箱 13629511681@126.com tombeyon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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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262,264.91 638,441,840.43 -2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615,269.06 -72,296,827.36 7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843,399.85 -70,881,248.52 7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625,002.45 248,465,894.84 -7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6 -0.1335 84.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6 -0.1335 84.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3% -4.68%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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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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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6,117,991.19 10,015,088,349.45 -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0,490,954.09 2,775,106,224.15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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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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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铝宁夏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44% 286,597,495 207,273,702  0 

第一创业证券

－国信证券－

共盈大岩量化

定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3.01% 21,337,166 21,337,126  0 

华泰柏瑞基金

－招商银行－

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

托·瑞华定增对

冲基金 1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2.61% 18,492,176 18,492,176  0 

深圳市瑞丰林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1% 17,069,701 17,069,701 质押 17,060,000 

信诚基金－工

商银行－国海

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2.01% 14,224,751 14,224,751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多策略

福享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1% 12,802,276 12,802,276  0 

昆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其他 1.41% 9,957,326 9,957,326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祥龙定

增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6% 9,647,405 9,647,40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20% 8,534,851 8,534,8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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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多策略

福瑞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简炼炜 境内自然人 1.16% 8,230,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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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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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紧盯目标任务，坚持扭亏脱困，面对新能源限电、交易电量增加、装备制造市场全面收紧、历史包

袱依然沉重等不利因素，积极调整工作思路，围绕增收、降本、止损制定并落实各项措施，企业经营环境稳步改善，经营成

效逐步显现，公司上半年利润情况同比实现了大幅减亏。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实现收入48826万元，并在市场营销、项目建设、检修服务业和内部管理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一

是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强抓市场订单，积极争取交易电量。上半年公司装备制造业，主要执行中国新时代、上海星熠、水电

四局等订单。新能源发电上半年完成交易电量4.77亿千瓦时，占公司上半年总发电量的49.38%。二是加强设备治理，公司上

半年设备缺陷率控制在7.75‰以内，并开展备品物资集中采购，降低采购费用。三是积极推进太阳山六期项目建设，确保项

目收益。四是积极开拓装备制造业外部市场，风电设备公司上半年完成风机定检约600台；石桥（银川）公司上半年共计维

修减速器和齿轮箱36台、链轮12套。五是加大“两金”治理力度。在应收账款清收方面，对应收账款进行全面梳理；在库存

治理方面，公司按照年初分解库存考核指标，按月进行盘点统计分析，落实相关责任，确保降库存目标的顺利完成。六是深

化内部管理，确保管控能力有效提升。加大安全监管力度，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红线管理，加强内控管理和内部审计，为公司

生产经营和工程建设夯实管理基础和预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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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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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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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