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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9 证券简称：泰胜风能 公告编号：2018-045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刊登了《2017年年度报告（2018-025）》和《2017年年

度报告摘要（2018-026）》。经公司事后核查，现对其中若干处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更正

如下： 

《2017年年度报告》更正内容如下： 

一、 “第一节 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 

A. 更正前内容：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B. 更正后内容：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19,153,256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错误原因：定期报告制作系统导出数据时出现遗漏，公司后期审查疏忽。 

二、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1) 营业收入构成 

A. 更正前内容： 

营业收入整体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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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590,000,234.30 100% 1,505,623,355.16 100% 5.60% 

分行业 

工业 1,570,908,389.17 99.87% 1,464,388,011.47 97.26% 7.27% 

贸易 16,311,825.29 0.00% 15,446,917.45 1.03% 5.60% 

技术服务 2,398,861.60 0.08% 2,286,169.76 0.15% 4.93% 

租赁服务 381,158.24 0.05% 23,502,256.48 1.56% -98.38% 

分产品 

塔架和基础环 1,031,528,610.98 64.80% 1,222,308,740.13 81.18% -15.61% 

其他海上风电装备 443,641,092.73 27.90% 156,575,855.55 10.40% 183.34% 

海洋工程类装备 88,101,405.91 5.54% 45,458,072.86 3.02% 93.81% 

加工收入 2,180,800.43 0.21% 36,583,762.55 2.43% -94.04% 

租金收入 381,158.24 0.02% 23,502,256.48 1.56% -98.38% 

废料收入 16,311,825.29 1.11% 14,967,093.60 0.99% 8.98% 

其他 7,855,340.72 0.42% 6,227,573.99 0.41% 26.14% 

分地区 

内销 1,078,459,825.70 67.83% 1,360,309,700.65 90.35% -20.72% 

外销 511,540,408.60 32.17% 145,313,654.51 9.65% 252.03% 

 

B. 更正后内容： 

营业收入整体情况 

单位：元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590,000,234.30 100% 1,505,623,355.16 100% 5.60% 

分行业 

工业 1,570,908,389.17 98.80% 1,464,388,011.47 97.26% 7.27% 

贸易 16,311,825.29 1.03% 15,446,917.45 1.03% 5.60% 

技术服务 2,398,861.60 0.15% 2,286,169.76 0.15% 4.93% 

租赁服务 381,158.24 0.02% 23,502,256.48 1.56% -98.38% 

分产品 

塔架和基础环 1,031,528,610.98 64.88% 1,222,308,740.13 81.18% -15.61% 

其他海上风电装备 443,641,092.73 27.90% 156,575,855.55 10.40% 183.34% 

海洋工程类装备 88,101,405.91 5.54% 45,458,072.86 3.02% 93.81% 

加工收入 2,180,800.43 0.14% 36,583,762.55 2.43% -94.04% 

租金收入 381,158.24 0.02% 23,502,256.48 1.56% -98.38% 

废料收入 16,311,825.29 1.03% 14,967,093.60 0.99% 8.98% 

其他 7,855,340.72 0.49% 6,227,573.99 0.41% 26.14% 

分地区 

内销 1,078,459,825.70 67.83% 1,360,309,700.65 90.35% -20.72% 

外销 511,540,408.60 32.17% 145,313,654.51 9.65% 2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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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原因：比重数据录入有误。 

三、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A. 更正前内容：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风力发电机组配套

塔架 

销售量 台/套 640 1,158 -44.73% 

生产量 台/套 661 1,045 -36.75% 

库存量 台/套 174 195 -10.77% 

海洋工程类装备/其

他海上风电装备 

销售量 吨 59,132.63 45,952.79 28.68% 

生产量 吨 62,030.63 43,054.79 44.07% 

库存量 吨  2,898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 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塔架生产661台/套，比上年同期减少384台/套，减幅为36.75%，风力发电机组配套

塔架销售640台/套，比上年同期减少518台/套，减幅为44.73%，生产量及销售量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1、市场竞争

激烈，报告期内达到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数量减少；2、公司塔架销售产品结构发生变化，销售更大、更重的塔架（2MW

及以上）的结构占比由上年同期的约67%上升到本报告期的约97%。海洋工程类装备/其他海上风电装备风电生产

62,030.63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8,975.84吨，增幅为44.07%，主要为海洋工程类装备/其他海上风电装备订单的增加。 

B. 更正后内容：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风力发电机组配套

塔架 

销售量 台/套 641 1,158 -44.65% 

生产量 台/套 640 1,045 -38.76% 

库存量 台/套 194 195 -0.51% 

海洋工程类装备/其

他海上风电装备 

销售量 吨 62,030.63 43,054.79 44.07% 

生产量 吨 59,132.63 45,952.79 28.68% 

库存量 吨  2,898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 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塔架生产640台/套，比上年同期减少405台/套，减幅为38.76%，风力发电机组配套

塔架销售641台/套，比上年同期减少517台/套，减幅为44.65%，生产量及销售量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1、市场竞争

激烈，报告期内达到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数量减少；2、公司塔架销售产品结构发生变化，销售更大、更重的塔架（2MW

及以上）的结构占比由上年同期的约67%上升到本报告期的约97%。海洋工程类装备/其他海上风电装备销售62,030.63

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8,975.84吨，增幅为44.07%，主要为海洋工程类装备/其他海上风电装备订单的增加。 

错误原因：数据录入有误。 

四、  “第五节 重要事项” 中“十六、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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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理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A. 更正前内容：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概况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97,952,000 116,092,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63,360,000 163,360,000 0 

合计 361,312,000 279,452,000 0 

B. 更正后内容：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概况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9,795.20 11,609.2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6,336.00 16,336.00 0 

合计 36,131.20 27,945.20 0 

错误原因：数据未按照表格要求的单位填写。 

五、  “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A. 更正前内容： 

单位：股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 

夏权光 境内自然人 3.24% 23,563,882 0 1,767,291 21,796,591 质押 14,880,000 

…… 

B. 更正后内容： 

单位：股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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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权光 境内自然人 3.24% 23,563,882 0 17,672,911 5,890,971 质押 14,880,000 

…… 

错误原因：数据录入有误。 

六、 “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中“一、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A. 更改前内容： 

姓名 职务 
任职状

态 

性

别 
年龄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止

日期 

期初持股数

（股） 

本期增持

股份数量

（股） 

本期减持

股份数量

（股） 

其他增

减变动

（股） 

期末持股数

（股） 

…… 

窦建荣 董事 现任 男 50 
2016 年 02

月 23 日 

2019 年 02

月 22 日 
47,514,686    47,514,686 

…… 

合计 -- -- -- -- -- -- 219,244,440 0 0 0 219,244,440 

B. 更改后内容： 

姓名 职务 
任职状

态 

性

别 
年龄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

止日期 

期初持股数

（股） 

本期增持

股份数量

（股） 

本期减持

股份数量

（股） 

其他增减

变动（股） 

期末持股数

（股） 

…… 

窦建荣 董事 现任 男 50 
2016 年 02

月 23 日 

2019 年

02 月 22

日 

47,514,686   -4,427,506 43,087,180 

…… 

合计 -- -- -- -- -- -- 219,244,440 0 0 -4,427,506 214,816,934 

错误原因：数据录入有误。 

七、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中“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6、预付款项 

（2）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A. 更正前内容：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总金额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宁夏和利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投标保证金 1,600,000.00 2-3年 13.56% 480,000.00 

北京国电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1,188,511.00 1年以内 10.07% - 

河北省成套招标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900,000.00 1年以内 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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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848,945.00 2-3年 7.20% 254,683.50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800,000.00 1年以内 6.78% - 

合计  5,337,456.00  45.24% 734,683.50 

B. 更正后内容： 

单位：元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期末余额 占总金额比例 预付款时间 未结算原因 

响水源鑫德船舶舾装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4,861,381.85 13.36% 2017 年度 预付工程款未完工结算 

江苏荣升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 3,419,035.94 9.40% 2017 年度 预付运输、租赁费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3,050,000.00 8.38% 2017 年度 预付设备款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2,409,504.31 6.62% 2017 年度 预付材料采购款 

寅阳镇财政所 非关联方 2,000,000.00 5.50% 2009 年度 土地保证金 

合计  15,739,922.10 43.26%   

错误原因：数据录入有误。 

八、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中“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2、利润分配情况 

A. 更正前内容： 

单位： 元 

B. 更正后内容： 

单位： 元 

拟分配的利润或股利 57,532,260.48 

错误原因：数据录入遗漏。 

根据《2017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内容，《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相应内容更正如下： 

一、 “二、公司基本情况”中“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A. 更正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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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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权光 境内自然人 3.24% 23,563,882 1,767,291 质押 14,880,000 

…… 

B. 更正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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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权光 境内自然人 3.24% 23,563,882 17,672,911 质押 14,880,000 

…… 

错误原因：数据录入有误。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原报告其它内容不变。更新后的《2017 年年度报告（2018-025）》

和《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2018-026）》即日将重新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相关错误主要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所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没有影

响。公司将加强日常工作的审核，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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