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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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凌云B股 90095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新华 荣玫 

电话 021-68400880 021-68400880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1088号12楼

12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1088号

12楼1201室 

电子信箱 lingyun@elingyun.com lingyun@eling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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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247,024.78 1,019,428,004.87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41,343,609.14 423,103,977.68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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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36.32 8,837,480.07 -99.24 

营业收入 64,707,355.24 49,636,293.55 3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239,631.46 11,192,211.81 6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239,631.46 11,182,292.98 63.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22 2.81 增加1.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3 0.0321 62.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3 0.0321 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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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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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广州嘉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2 103,370,000 103,370,000 质押 103,370,000 

广州诺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7 41,080,000 41,080,000 质押 41,080,000 

上海淼衡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 5,670,000 5,670,000 质押 2,600,000 

顾小舟 境内自然人 1.20 4,200,000 4,200,000 无   

北京中稷东方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 4,200,000 4,200,000 无   

王文翔 未知 0.70 2,430,000 0 未知   

北海关东房地

产代理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2,430,000 2,430,000 无   

上海物流产业

投资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1,950,000 1,950,000 冻结 1,950,000 

肖元信 境内自然人 0.34 1,200,000 1,200,000 无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未知 0.32 1,106,898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持有公司 5%以上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亦非一致行动人，其余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之间关系公

司未知。公司未知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



关系，亦未知其股份是否被冻结、质押、托管或其他状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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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光伏电站实现上网结算电量 8277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 20 %；公司合并报表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471 万元，同比增加 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24 万元，同比

增加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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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公司全资孙公司靖远德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对列入固定资产-机

械设备的光伏电站设备（原值 58273万元）按照 25年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由于电站处于西北盐碱

荒漠地带，当地风沙大，气候条件恶劣，加上设施设备长期裸露在外，外部条件对电站运营寿命

影响较大。为了更真实、准确的反映本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从 2018年开

始对列入固定资产-机械设备中的光伏电站设备折旧年限变更为 18年，具体内容如下： 

变更前机械设备（含光伏电站设备）的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机械设备 年限平均法 5-25 3.00-5.00 14.00-3.80 

变更后机械设备（含光伏电站设备）的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机械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8 3.00-5.00 14.00-5.28 

该项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

估计变更从 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 

该项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未来 3年的影响项目及金额如下表： 

单位：万元 

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数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利润总额 -1006 -1006 -1006 

所得税费用 -126 -126 -126 



净资产 -880 -880 -880 

 

    该会计估计变更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8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七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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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爱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0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