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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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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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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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85,151,739.16 54,047,180,498.36 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153,030,377.75 25,459,970,185.7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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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943,167.08 1,475,161,329.54 -31.33 

营业收入 17,992,581,828.81 15,460,667,457.79 1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913,169,984.08 967,858,541.97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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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90,936,699.56 842,194,016.25 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3 3.77 减少0.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1 0.213 -5.6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1 0.213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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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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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166,846,404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国有法人 2.33 106,008,08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68 76,45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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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 30,80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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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0 18,12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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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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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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加快发展，稳步调整，提质增效，做优先锋企业”的工作思路，深

入落实“五解决、三加强、三提升”的工作要求，积极应对严峻复杂的经营形势，扎实有效地推

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经营指标完成进度目标，业绩好于预期 

上半年，本市用电量同比增长 6.4%，上海本地机组发电量同比增长 10.7%。煤价依旧高位运

行，上半年全国电煤价格同比增长约 6%。公司投资 9家煤电企业平均耗用标煤单价约 765元/吨，

同比增加 59元/吨，加之原煤总量考核的要求，公司经营压力极大。 

面对不利因素，公司系统做了大量的工作，各项经营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公司控

股发电量 18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2%；权益发电量 1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4%；本地控股

发电量占比 31.6%，同比增长 0.5 个百分点；原油产量 3.4 万吨，天然气产量 0.9 亿方，同比基

本持平；营业收入 179.9亿元，同比增长 16.4%。公司实现净利润 9.13亿元，实现每股收益 0.201

元。总体看，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好于预期。 

2、安全生产总体平稳，能源保供可靠 

上半年，公司安全生产和保供平稳受控及可靠。公司系统企业未发生人身伤亡、主设备损坏、

火灾、环境污染、主责交通等事故，未发生性质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件，安全形势稳定受控。 

安全生产能力有效提升。年初公司颁布了《2018 年安全生产工作意见》，提出了安全生产八

种能力建设工作的 15 项具体要求。制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管理规定》，组织开展安全风险动态

辨识、落实防范措施，建立安全风险管控长效机制。签订《安全责任书》，进一步强化“党政通则、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制落实。完成应急预案全面修订及应急智能系统建设和试

运，加强安全管理能力建设。开展联合现场检查、迎峰度夏检查等多种形式的安全检查，加强生

产、基建各环节安全监控。督促和指导系统企业开展安全标准化自查自评和安健环体系复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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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安全标准化与贯标体系建设。 

3、工程建设有序推进，项目开拓取得重大进展 

公司基建项目建设工作按照计划节点有序推进。平山二期 1350MW 示范项目 3月 30 日锅炉房

浇灌第一方混凝土，6月 30日完成锅炉基础浇筑施工；崇明燃机项目于 5月 10 日实现全面投产，

公司权益装机容量超过 1000 万千瓦；奉贤热电项目应急热源一季度顺利替代楚华和星火实现供

热；青浦热电工程项目 3月 31日顺利替代老厂供热；临港海上风电一期项目 5 月 8日正式开工建

设。生产技改、检修计划如期完成，包括外二、外三封闭煤场改造、系统企业 9台机组的检修等。 

新能源项目开发成绩喜人，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上半年公司有效增加了新能源产业规模；

成立福建新能源筹建处，积极争取福建、广东地区海上风电投资开发机会；落实了浙江衢江抽水

蓄能电站项目合作意向等。 

油气上游资源取得突破，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1月 23日，公司把握新疆油气区块改革

试点机遇，竞得新疆塔里木盆地柯坪南油气区块。6月 16日新疆柯坪南项目二维地震采集工作正

式开工。 

海外项目拓展加速，布局电力、油气产业。上半年除越南煤电项目煤炭运输和供应协议实现

草签外，又拓展了其他海外能源项目。 

推进微网、储能等新兴能源探索研究。 

电力技术服务市场继续拓展。除平山二期示范项目稳步推进外，系统外继续推进华润电力曹

妃甸两台百万千瓦煤电机组项目，2 月份，新增签署徐州华润电力公司“#3 机组高温亚临界综合

升级改造项目”。 

4、企业改革取得实效，经营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 

调整燃料管理体制，优化燃料考核机制。由公司职能部门直接管理与协调电煤供需的调运工

作；完成燃料公司、投发公司的采购体制改革和考核机制改革，发挥两个市场及两家专业化采购

的作用，提升了电煤保供能力；重新编制了燃料采购企业的经营业绩考核办法，设计了利益相互

关联的考核激励机制。 

星火热电机组关停及业务转型平稳过渡。星火热电开始运维业务，与系统内企业签订了 9 个

运维合同，新增收入 3000万元。 

修订和完善公司管理制度，多环节加强经营合规性，强化风险控制。不断健全完善公司内控

管理体系，加强对新成立子公司的风险控制和内控管理指导，强化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审计监

督。上半年，公司重新编制了公司采购与招标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了采购与招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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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立了境外项目投资决策委员会，出台了境外项目投资决策办法，进一步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提升管理业务水平，优化年度计划管理体系。强调以业绩为导向，制定了新三年的经营业绩

考核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年度计划目标任务下达的要求，强调系统企业经营自主决策，增强内生

动力。进一步提升统计分析工作水平，定期编制能源行业动态与趋势、分析与建议，进一步增强

了经营决策预判能力。 

5、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市场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 

积极参与电力市场，加大市场营销力度。统筹组织系统企业电力企业参加多项电力市场化交

易，上半年公司控股煤电企业市场交易电量占比 17%，同比有所增长，有效保障了公司电量份额。

同时，通过分析和优化报价策略，交易电价的降幅均同比有明显缩小。 

深化同地区燃煤成本对标考核。通过与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对标，寻找差距，加强燃料采购

各关键环节的过程跟踪管理，促进控煤价的源头管理。各燃煤企业为有效降低燃煤成本，经济煤

种掺烧和寻找经济煤种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有效制定市场采购销售策略。针对燃煤年度长协价格优势，通过积极协调，提高了年度长协

合同供应比例，并新增了两家供应商年度供煤 200 万吨。SPC 积极研判原油市场，上半年原油平

均售价 79.02美元/桶，同比增加 18.03美元/桶，增幅约 30%。 

6、加大市场筹资力度，保障公司经营发展 

在集团大力支持下，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已正式申报证监会，目前正落实反馈意见回复。上

半年完成今年首期 8 亿元（180 天，年利率 4.69%）超短券发行，以及 40亿短券注册材料准备工

作；上半年积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效支撑了公司系统项目拓展。密切跟踪各项目投资和资金

使用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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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