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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ST 新能                     公告编号：2018-059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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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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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象房村路 50 号 2 幢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象房村路 50 号 2 幢 

电话 025-84576626 025-8457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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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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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23,795,688.98 1,207,703,024.11 1,286,107,359.11 -4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2,488,147.69 -104,741,428.62 -105,510,210.00 63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019,777.33 -105,018,761.88 -105,834,466.87 95.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4,861,266.07 -29,053,736.07 -187,650,568.92 592.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62 -0.1213 -0.0878 59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62 -0.1213 -0.0878 59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36% -12.69% -8.11% 48.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891,096,363.60 5,314,407,852.96 9,033,398,135.37 -3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73,172,578.53 772,820,470.60 1,114,192,302.30 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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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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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 299,307,395 114,126,636  0 

南京华能南方

实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36% 223,910,769 223,910,769  0 

广东世纪城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84% 88,153,557 88,153,557  0 

张秀东 境内自然人 0.77% 9,921,001 0  0 

杜俊清 境内自然人 0.50% 6,386,658 0  0 

王啸宇 境内自然人 0.48% 6,187,228 0  0 

宗序梅 境内自然人 0.46% 5,896,300 0  0 

王林怀 境内自然人 0.27% 3,540,350 0  0 

陈军奇 境内自然人 0.23% 2,969,600 0  0 

郭红晓 境内自然人 0.22% 2,877,7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第一、二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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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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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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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6,3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6%；股东王林怀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127,9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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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公司转型发展、扭亏为盈的关键年，是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攻坚之年。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

大资产出售，将原有电力、煤炭业务及上市公司母公司相关资产和负债出售，保留盈利能力较强的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务以及盈利能力稳定的电线电缆业务，有效降低了公司的经营负担，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公司未来将向大宗商品供应链集成服务方向发展，重点发展冶金、能源、工程配送、备品备件四方面

供应链业务，在物流仓储平台、电商交易平台、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三个主方向进行布局和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干部员工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攻坚克难、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全力做好项

目建设和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顺利完成了上半年的目标和任务。2018年上半年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72,379.57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6,248.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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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一、房地产业务 

（一）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宁华世纪公司注册资本40,000万元，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201号,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物业

资产的运营。目前在开发南京江山汇项目，为包括商业、酒店、办公、公寓和住宅在内的综合体项目。项

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其中土地出让面积8.3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35.6万平方米。 

1、房地产开发情况 

报告期内无新开工项目。在建项目为江山汇C地块住宅项目（江山汇悦山府），占地面积2.76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9.97万平方米，计容面积6.87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 

截至报告期末，江山汇C地块已完成土建工程，目前正进行各项安装、外墙和市政配套工程。按照项

目计划安排，C地块一期项目将于2018年11月领取竣工备案表，年内具备交付条件。  

江山汇A地块已完成方案审查等前期工作，并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待地铁安全性评估结束后即

可开始桩基施工。E地块因外部条件较为复杂，目前正按照相关部门要求进行技术调整，A、E地块预计在

年内实现开工。 

2、房产销售情况 

江山汇C地块住宅项目（江山汇悦山府）于2017年12月对外开盘，本报告期初可供出售面积为3.86万

平方米，本报告期预售面积3.47万平方米，本报告期无结算。 

截止2018年7月31日，总累计认购655套，占住宅套数的97%；认购面积6.12万平方米，占住宅面积的

96%；认购金额20.81亿元，占住宅销售金额的96%；回款金额约17.61亿。预计在9月份，启动商铺销售，

首次推盘面积约0.23万平方米。 

（二）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宁华物产公司注册资本12,597万元，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201号，主要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

经营、物业管理、自有场地租赁等。 

1、房地产开发情况 

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江山汇金E座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3.82万平方米，地上2.84万平方米，地下

0.98万平方米，已于2018年3月26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并通过“优质结构”验收。截至报告期末，已完成

主体建设，土建及安装工程完成率64%，幕墙工程完成率10%。 

2、房地产销售情况 

江山汇金D座项目本报告期初可供出售面积为1.78万平方米，本报告期预售面积0.14万平方米，结算

面积0.12万平方米，剩余面积1.52万平方米。 

南通房产本报告期初可供出售面积为2.14万平方米，本报告期无预售，结算面积0.61万平方米，剩余

面积1.53万平方米。 

3、房地产出租情况 

本报告期初可租赁总面积为5.03万平方米，本报告期已出租面积4.06万平方米，出租率80.72%。 

二、电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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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国内电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行业监管更加严格。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控股子

公司曲阜电缆根据市场变化，抓住煤炭市场好转的有利时机，加大矿用电缆销售力度，积极开拓力缆市场，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曲阜电缆2018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43,286.56万元，累计完成产值56,2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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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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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减少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山东新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

公司及山东华能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变化后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子公司主要包括：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

司及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等三家子公司。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八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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