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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18 临-21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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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东电力 股票代码 00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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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凌旭 倪晓睿 

办公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68 号东晟

泰丽园 1 号楼 3 层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 68 号东晟

泰丽园 1 号楼 3 层 

电话 (0593) 2768811 (0593) 2768888 

电子信箱 mepclx@126.com nixiaorui@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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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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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74,638.90 523,082,594.77 -6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353,520.75 58,105,517.32 -26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1,572,317.78 54,548,305.13 -267.87%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81,409.86 98,984,522.41 -112.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39 0.1558 -23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39 0.1558 -23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7% 3.73%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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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436,940.06 4,453,550,169.31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41,817,303.31 2,235,170,824.06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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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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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 

国家 47.31% 216,673,883 18,203,883   

福建省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58% 66,747,572 66,747,572   

陈其城 境内自然人 0.47% 2,132,4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6% 1,208,200 0   

张柏招 境内自然人 0.26% 1,200,000 0   

李斓 境内自然人 0.18% 822,101 0   

孙继珍 境内自然人 0.17% 800,000 0   

胡朝华 境内自然人 0.17% 800,000 0   

周文 境内自然人 0.17% 799,649 0   

佘小红 境内自然人 0.15% 684,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国家股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

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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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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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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0,277.4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32,030.80万元，减幅为61.23%；实现营业利润

-8,802.6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6,737.00万元，减幅为210.94%；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335.3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了15,145.90万元，减幅为260.66%，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水电售电收入减少、房地产行业确认的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及厦船

重工投资收益大幅下降。 

（1）电力板块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水力、风力发电，公司目前所属十一家水力发电分公司、三家水力发电控股子公司、三家风力发电

控股子公司。公司下属二十二座水力发电站分布在福建省宁德市除古田县以外的其他县（市、区），并主要向宁德市电业局

或其下属各供电分公司趸售上网电量；公司下属三座风力发电站，主要向辽宁省电力公司、吉林省电力公司、福建省电力公

司趸售上网电量。公司水电上网电量目前执行综合上网电价为0.3499元/千瓦时（不含税）；风电上网电量目前执行综合上网

电价为0.5338元/千瓦时（不含税）。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水力发电量 34,254 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3.47%，完成水力售电量33,424万千瓦时，较上年

同期减少了43.68%，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降雨量比上年同期减少，导致水力发、售电量比上年同期减少；公司完成

风力发电量10,769 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3.40%，完成风力售电量10,467万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3.41%，增

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浮鹰岛风电全面投产发电，白城风电及闽箭霞浦发、售电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2）地产板块 

本公司拥有两家全资子公司宁德市东晟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武汉楚都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地产项目，“闽东国际城 “、“泰

丽园”、“泰怡园”、“泰和园”等项目均获得市场认可。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999.39万元（其中房地产销售收入1,773.04万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92.48%，实现营业利润46.82万元，实现净利润-266.7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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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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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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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斌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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