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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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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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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能股份 60064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燕飞 周鸣 

电话 021-63900642、33570888 021-63900642、335708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5楼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5楼 

电子信箱 zhengquan@shenergy.com.cn zhengquan@shenergy.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3,959,505,733.36 53,675,097,382.51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169,621,909.61 25,316,999,885.93 -0.5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75,161,329.54 1,842,407,549.44 -19.93 

营业收入 15,460,667,457.79 13,674,444,123.35 1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67,858,541.97 1,157,898,952.45 -1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42,194,016.25 1,120,981,976.15 -24.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77 4.80 减少1.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3 0.254 -16.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3 0.254 -16.4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5,0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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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79 2,266,545,766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3.69 167,961,404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国有法

人 

2.31 105,008,231 0 无 0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22 55,532,25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12 51,136,9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94 42,778,05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4 33,712,878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6 29,994,496 0 无 0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62 28,395,455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7 26,006,74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曾获得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关系的信息。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优先股相关事项。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经营环境 

上半年，公司经营面临的环境较为复杂严峻，主要表现在： 

1、煤价高企。上半年公司投资的煤电企业耗用标煤单价同比上涨 47.41%，致使公司上半年

煤电企业经营利润有较大下降。 

2、本地电力基本持平。上半年，受第三产业及居民用电量增长影响，上海市用电量同比增

长 0.55%；市外来电同比增长 0.23%，占本地总用电量 41%，处于历史高位；上海电网统调发电

量 410.7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63%。 

3、石油价格持续低位震荡。上半年，全球石油维持供应过剩格局，同时，受亚洲石油需求

增长停滞，以及美联储加息等影响，国际原油价格进一步受到冲击。国际油价的持续低迷对石油

天然气公司的经营造成较大困难和挑战。 

4、电价、煤价不匹配。燃煤标杆电价在 2015 年及 2016 年两次下调。自去年 6 月起，电煤

价格指数持续走高，并持续高位运行。但今年上半年国家未实施煤电联动政策，对公司煤电板块



的经营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二）主要经营指标 

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在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下，公司继续坚持以确保安全和提升

效益为中心，紧紧围绕年度工作目标，外部增效、内部挖潜，攻坚克难，奋力推进年度经营计划

和目标任务的有效落实。 

1、产销指标实现过半目标。上半年，公司发电量完成超时间进度，权益发电量 163.50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16.9％；公司控股企业完成发电量 168.1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4％；控股发电

量本地占比 31.08%，同比增加 2.4 个百分点。上半年，公司原油产量 3.39 万吨，同比增长 2.5%；

天然气产量 0.90 亿方。 

2、经营效益有所下滑。受燃煤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7 亿元，同比减少 16.4%，实现每股收益 0.213 元。截止 6 月底，公司总资产 539.60

亿元，比期初增加 0.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1.70 亿元，比期初减少 0.58% 

（三）主要工作 

1、加强安全管控，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受控。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度安全生产目标和主要任务，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各

类安全检查，认真落实机组检修技改、基建项目、节假日、防台防汛、迎峰度夏、防暑降温等的

安全保障，确保一方平安；深入隐患排查治理，落实隐患整改督办机制；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教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等活

动，在公司系统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努力提高设备可靠性和本质安全。上半年，公司未发生一

般及以上人身伤亡、主设备损坏、环境污染和火灾等生产安全事故，未发生电力安全事故和重大

社会影响事件，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2、强化费用控制，拓展市场营销能力。 

应对燃料上涨的压力，公司采取各项降本增效措施。系统企业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燃

煤采购及运输策略，努力降低发电成本；严控各项费用支出，上半年系统企业固定费用均控制在

年初计划的 50%以内。不断加强营销工作。顺应电力体制改革，公司筹备成立市场营销部，统筹

公司营销管理；积极参与本市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向政府部门提出相关建议，争取主动；组

织系统企业参与抽水电量竞价交易；指导星火热电热价重新制定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努力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上半年成功发行了 12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年利率为 3.65%。 

3、项目开发建设有序推进，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半年，公司克服困难，有序推进项目开发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有效进展。申能奉贤热电

工程 6 月主厂房开始钢结构吊装；安徽平山电厂二期工程上半年项目公司正式成立，主设备招标

及各项开工准备工作正积极有序推进；青浦工业园区能源供应中心工程于 2017 年初获得市发改委

同意开展前期工作，3 月上海申能青浦热电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目前正按计划进度推进有关政府

部门报批、工程可研审查、设备招标等准备工作；临港海上风电一期工程开展风机主设备招标、

机型设计、政府沟通等各项开工准备工作；海外越南项目基本完成 PPA 合同谈判。 

4、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节能环保，履行社会责任。 

坚持科技创新的经营理念，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新成果。2017 年共申报 12 项“集团重点科技投

入项目”，其中 3 项为上海市科委课题研究项目。吴二、外二、外三 “封闭煤场改造”被列入市政

府考核项目。全面推进节能减排改造升级，公司系统企业完成脱硫、脱硝改造以来，通过增容改

造、运行调整、使用新型添加剂等一系列技术措施，加强环保排放管理，脱硫、脱硝效率逐年提

高。上半年，公司系统发电企业平均脱硫综合效率在 98%以上，大机组平均脱硝效率 90%以上。

公司本地燃煤电厂完成排污许可证取证工作。 

5、改革发展稳步推进，市场化能力进一步增强。 

“先锋企业”改革举措扎实推进。上半年，经上海市商委等部门批复，租赁公司获上海自贸区

内融资租赁试点企业资格，已在系统内开展业务；混合所有制企业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积极拓展业务，实现了良好的开局；公司管理层增持了股票，向市场传递正向信号，上半年末公

司市值增长率 7.33%。统筹安排内部审计和内控评价工作，扎实做好自查整改。积极完善内控建

设，构建新纳入企业内控体系建设。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建雄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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