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18                             证券简称：东方日升                             公告编号：2017-056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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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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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日升 股票代码 3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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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山行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梅林街道塔山工业园

区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电话 0574-65173983  

电子信箱 xuesx@risenenergy.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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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8,135,600.65 3,194,490,238.59 8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3,439,166.60 479,992,158.87 -4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67,265,744.90 279,272,636.34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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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0,767,236.99 -204,506,874.74 17.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47 0.7385 -51.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58 0.7115 -51.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 14.71%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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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3,982,200.71 9,964,655,400.55 5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71,222,083.03 3,792,503,283.59 86.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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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峰 境内自然人 29.09% 263,147,261 208,029,009 质押 119,000,000 

李宗松 境内自然人 10.22% 92,460,883 92,460,883 质押 73,700,900 

红塔资产－中信

银行－中信信托

－中信·宏商金

融投资项目 1603

期 

其他 5.11% 46,230,440 46,230,440   

赵世界 境内自然人 2.36% 21,385,716 13,776,421   

红土创新基金－

江苏银行－红土

创新红土紫金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26% 20,424,388 20,424,388   

红土创新基金－

江苏银行－红土

创新红土紫金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3% 12,967,865 12,967,865   

杨海根 境内自然人 1.36% 12,276,786 4,128,003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1% 9,117,600 0   

宁海和兴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5,349,541 0 质押 2,750,000 

范建刚 境内自然人 0.52% 4,670,03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与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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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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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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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光伏产业链相关业 

2017上半年度全球光伏需求继续维持增长态势，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同时，随着太阳能政策引导、技术进步及产业

升级加快，光伏产品成本显著降低，光伏能源需求前景广阔。报告期内，公司光伏产业产能利用率维持较高水平，主营产品

销售量同比大幅增长。此外，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32亿元资金项目，获得绿色公司债券项目批复，加大了储能事

业部门资源配置，储备优质项目等，助力公司“新能源、新材料”的两新发展战略的实现。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78,135,600.6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88%；营业利润368,766,453.9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73,439,166.6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3.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67,265,744.90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4.30%。公司高度重视市值及全体股东权益的维护，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创造财富。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情况如下： 

(一)电池片、组件制造业务 

报告期末，公司光伏电池片年产能为1,500MW、光伏组件年产能为3,100MW，产能分布于浙江宁波、河南洛阳、内蒙

古乌海、江西九江、墨西哥等生产基地。电池片、组件研发成果显著，取得多项专利注册，产品转换效率达到了新的高度，

多晶电池片的转换效率突破19.20%，组件转换效率突破17.00%，1年的衰减率不超过2%，25年衰减率不超过19.2%。公司始

终以客户为中心，紧扣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在科技研发、高效产品推广、工艺改进、精益生产和成本控制等方面不断

提升核心竞争力。 

（二）光伏电站业务 

公司全资公司日升香港、日升电力，专注拓展海内外电站开发、建设、运营等，采取的业务模式有EPC、BT、BOT、

持有运营等。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宁波市宁海县蛇蟠涂99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湖北仙桃50MW农光互补发电项目”

等光伏电站并网任务，户用分布式业务取得较大区域市场占有率。公司在巩固原有海外电站投建区域外，根据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规划，提升了包括尼泊尔、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东南亚等在内的全球范围的光伏电站开发投资规模。此外，

大力推进储能业务发展，公司“光储”、“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智能微电网解决方案已进行商业化应用。公司还将推动已

有光伏电站的多形式处置，提高电站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光伏新材料业务 

公司子公司斯威克（www.sveck.com.cn）专注于光伏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已在运营的三个厂区年产

能达到2.3亿平方米，以顺应市场的需求，产品先后获得TUV、VDE、CQC、JET、SGS等认证。公司主要产品太阳能EVA

胶膜取得良好的销售及客户认可，应用客户已经覆盖国内外多数主要组件生产厂商。 

（四）太阳能小系统业务及LED产品、太阳能灯具 

公司全资公司双宇电子（www.twinsel.cn）主要从事太阳能应用小系统、光伏组件接线盒、太阳能灯具、LED应用产品

的研究、制造及销售，大部分产品均已通过CE、GS、ROHS、REACH、PAHS等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欧美、南非和东

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得到国内外大型网商、综合超市的验收认可。双宇电子坚持市场导向，积极与客户沟通，通过

公司客户管理服务系统，建立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和及时交付机制，通过产业协同推动光伏发电终端应用的大规模使用。 

（五）新能源金融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金融服务业务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公司全资公司光合联萌（www.sunallies.com）与日升融资租赁

运营稳健。光合联萌交易金额、活跃客户数等均取得了稳步的增长，公司客户认可度及满意度不断提高；日升融资租赁资产

端优质项目储备取得了大幅的增长。公司构建新能源产业金融服务战略得到了进一步推进。 

http://www.twinse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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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本市场业务 

    光伏产业是基于半导体技术和新能源需求而兴起的朝阳产业，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光伏企业通过

兼并重组做优做强，是光伏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优

势，进行资源挖掘、整合，完善产业布局，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实现公司快速发展。报告期内，着眼公司“两新战略发展目

标”，借助上市公司平台，公司持续接触、储备优质项目，制定、验证多种形式的投资、融资方案，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32亿元资金项目，获得绿色公司债券项目批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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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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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0户,减少1户,其中: 

名称 变更原因 

Risen Energy Inc 投资设立 

Risen Energy America INc 投资设立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绿沺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仙桃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池州瑞升能源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常州威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常州市金坛景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新沂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上海瑞明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九江盛朝欣业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 

Risen Energy Solarpark Wiehe GmbH 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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