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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7-048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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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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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泰山 股票代码 0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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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昭营 梁万锦 

办公地址 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5 号 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5 号 

电话 (0538)8232022 (0538)8232022 

电子信箱 zqb@sz000720.com zqb@sz000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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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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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07,703,024.11 1,143,766,913.69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4,741,428.62 -17,923,720.45 -48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5,018,761.88 -20,970,650.06 -40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053,736.07 326,277,110.02 -108.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13 -0.0208 -483.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13 -0.0208 -483.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9% -1.92%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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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4,407,852.96 5,354,606,617.95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72,820,470.60 877,431,935.70 -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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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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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能源交通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4% 160,087,812 0  0 

张秀东 境内自然人 1.15% 9,921,001 0  0 

宗序梅 境内自然人 0.79% 6,843,051 0  0 

陈典英 境内自然人 0.71% 6,167,690 0 质押 4,260,000 

林凤钗 境内自然人 0.69% 5,981,841 0 质押 5,000,000 

凌健 境内自然人 0.34% 2,912,300 0  0 

北京盛世华轩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2% 2,755,948 0  0 

上海睿桓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7% 2,354,700 0  0 

黄莉云 境内自然人 0.25% 2,200,934 0  0 

丁五行 境内自然人 0.25% 2,133,193 0 质押 1,446,3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2、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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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宗序梅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6,843,05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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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稳中向好态势趋于明显。全国电力供需

总体宽松，部分地区电力供应能力富余。受国内煤炭供需平衡偏紧、各环节库存下降的影响，

电煤价格继续高位运行，公司燃料成本同比大幅上涨，生产经营形势严峻。面对复杂多变的

经济环境，公司经营班子适时调整经营思路，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主要抓手，深入落实年度

工作总要求，突出抓好强管理、提效益、调结构，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确定的重点目标和任务。 

公司完成发电量21.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92%；上网电量19.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20%。全年累计完成营业收入120,770.30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474.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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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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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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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