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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9                           证券简称：泰胜风能                           公告编号：2018-068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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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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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胜风能 股票代码 3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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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杰 陈一瑶 

办公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卫清东路 1988 号 上海市金山区卫清东路 1988 号 

电话 021-57243692 021-57243692 

电子信箱 chenjie@shtsp.com chenyiyao@sht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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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831,486.01 716,509,833.32 -3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47,680.90 108,322,034.27 -8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184,380.41 87,252,037.56 -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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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896,840.71 -37,636,188.75 349.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5 -8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5 -8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2% 4.91%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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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495,135.38 3,217,674,304.31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08,971,642.01 2,257,042,938.99 -2.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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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志成 境内自然人 8.09% 58,158,622 43,618,966   

黄京明 境内自然人 7.67% 55,146,456 41,359,842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5.01% 36,000,000 36,000,000   

窦建荣 境内自然人 4.89% 35,153,256 35,153,256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银行－中银证券中

国红－汇中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75% 26,993,974 0   

夏权光 境内自然人 3.28% 23,563,882 17,672,911 质押 15,02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3% 19,621,309 0   

张锦楠 境内自然人 2.49% 17,884,362 13,413,271   

张福林 境内自然人 1.98% 14,216,272 10,662,20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证券

保本 1 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2% 13,101,45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至报告期末，柳志成、黄京明、夏权光、张锦楠、张福林五人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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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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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平稳，订单充足，由于风电内销业务及海上风电业务受市场竞争加剧、项目交期拖延等不

利因素的叠加影响，本报告期该两业务板块较上年同期有较大下降。 

随着国内风电电价国家补贴的逐步退坡以及国际风电电价的逐步市场化，风电场建设成本控制压力持续向风电整机及零

部件制造商传导，相关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产品毛利空间进一步受限；同时，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成本上升向下

游客户转移的难度增大，导致报告期内产品毛利率同比有一定下降。 

公司报告期内共实现营业收入44,183.1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467.83万元，同比下降38.34%；其中：从主要产品角

度来看，陆上风电类产品实现收入36,971.20万元，同比下降30.87%；海上风电类产品实现收入374.45万元，同比下降97.44%；

海洋工程类产品实现收入6,064.39万元，同比增长137.98%。从销售区域角度来看，内销产品实现收入14,081.40万元，同比

下降72.31%；外销产品实现收入30,101.75万元，同比增长44.73%。海上风电产品实现收入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订单

交货期安排在下半年，另外个别项目延迟发货，可参阅本部分“2、订单情况”中海上风电类订单情况。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84.7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647.43万元，同比下降89.06%。 

2、订单情况 

本报告期在执行及待执行订单共计163,230.27万元，具体如下： 

（1）按产品分类情况说明： 

a、陆上风电类订单本报告期新增61,982.05万元，完成39,069.25万元，在执行及待执行101,607.18万元； 

b、海上风电类订单本报告期新增44,592.63万元，完成437.01万元，在执行及待执行51,960.33万元； 

c、海工类订单本报告期新增749.00万元，完成6,066.32万元，在执行及待执行6,959.96万元； 

d、其他在执行及待执行订单2,702.80万元。 

（2）按区域分类情况说明： 

a、国内订单本报告期新增89,025.00万元，完成15,658.68万元，在执行及待执行138,441.79万元； 

b、国外定单本报告期新增19,830.91万元，完成30,101.75万元，在执行及待执行24,788.48万元。 

3、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建设主要涉及蓝岛海工“重型装备产业协同技改项目”。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共投入人民币

16,515.88万元，进度为96.10%，主要用于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采购预付款，建设进展顺利，基本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301.56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01,767.44万元。其中，首次公开发行

之承诺项目本期投入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累计投入26,906.73万元；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本期投入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

累计投入58,344.83万元；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之承诺项目本期投入3,301.56万元，截止报告期末累计投入

16,515.88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包括超募资金）除用于现金管理外，其余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4、体系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各项体系认证工作稳步落实，母公司及各子公司正常完成了相关已有体系认证的升级、换证工作。 

5、技术研发及知识产权情况 

公司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工作，并持续推动专利项目研发及申请保护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新获授专利共20项。截止2018

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已申请并获得授权的专利共计117项，其中8项为发明专利、109项为实用新型专利，并获得3项软

件著作权。同时，公司注重品牌（商标）长效化管理，继续跟进“TSP”、“泰胜”、“蓝岛BlueIsland”商标的全类别注册保护工

作，并加强“TSP”商标作为著名商标的宣传使用。 

6、业务拓展及产业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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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电场项目开发 

公司2017年风电场开发的主要工作仍是围绕浙江玉环大园头山分散式风电项目的核准工作而展开，目前进展顺利。报告

期内，玉环项目完成了维稳评估和环评评审后，已经具备上报核准的条件。报告期内，浙江的陆地风电项目都处于暂停状态，

公司将密切关注政策变化，一旦放开核准，将尽快推动玉环项目完成核准工作，并开始准备第二阶段工程建设的相关工作。 

2018年3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与北京巨孚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共同出资设立泰胜风能（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营风电场开发和运营业务。 

2018年7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设

立广东泰胜风电有限公司，主营广东地区的风电场开发和运营业务。 

目前，两家公司均已设立完毕，相关业务在顺利洽谈中。 

（2）军工业务 

公司与丰年资本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在资本融合、管理互信、资源共享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搭建了较好的产业合作

模式，使公司积累了较多的产业经验和市场资源。 

2018年1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的议案》，定向江苏昌力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1,025,538元人民币用于认购其新增注册资本，剩余金额进入资本公积；投资

后占4.2857%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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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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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4家公司：具体如下：泰胜风能（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

东风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阜新泰胜风能装备销售有限公司、阜新泰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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