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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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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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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66,749,451.98

元，合并后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0,352,331.57 元，加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1,794,014,597.13 元（合并后-1,428,102,980.08 元）。截止本报告期末，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1,627,265,145.15元，合并后-1,297,750,648.51元。 

鉴于报告期末，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无利润分配来源，为此，公司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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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闽能源 600163 *ST闽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永和 彭蕾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华城国际（北楼）23层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华城国际（北楼）23层 

电话 0591-87868796 0591-87868796 

电子信箱 zmzqb@zmny600163.com zmzqb@zmny600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和业绩驱动因素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为陆上风力发电及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及管理。 



2、经营模式 

（1）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为陆上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经营模式为在具有

风电场、光伏电站开发价值的区域出资成立全资或控股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该区域范围内

的风电场和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以及运营管理。除自主开发项目外，为尽快做大公司装机规模，

公司还以优质的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目资产为标的实施股权收购，在并购完成后，对并购项目

进行运营管理。 

（2）项目开发模式 

公司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模式与流程如下： 

 

（3）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主要为招标采购，对于主要大型设备采购、项目土建、安装工程承包采取公

开招标方式，对于风电场、光伏电站运营期的备品备件采购采取集中采购招标或供应商入围招标，

对于金额较低或产品来源单一的设备采取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或询价方式采购。 

（4）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主要依靠风力和光伏发电机组，将风能、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通过场内集电线路、

变电设备，将电能输送到电网上。 

（5）销售模式 

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为通过与电网公司签订售电合同，将电力产品全部及时销售给电网公司。

依照国家政策和项目核准时的并网承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与当地电网公司签署购售电协

议，将所发电量并入指定的并网点，实现电量交割。电量计量由电网公司指定的计量装置按月确

认，电价按照国家能源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区域电价确定。除政府定价外，部分电量参与电力市



场化交易，电力市场交易可以采取双边协商、集中竞价、挂牌交易等方式进行，交易价格由市场

主体通过双边协商、平台集中竞价或挂牌等方式，以市场化方式形成。目前，公司所属发电项目

的销售对象均为国家电网。 

3、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陆上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业务，利润主要来源于发电量的增加和其他管

理及运行成本的控制，公司业绩主要受装机规模、利用小时、风力资源、光资源、上网电价政策

调整等因素影响。 

（二）行业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电力市场整体情况 

2018 年，受宏观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深化及全国大范围低温天气等影响，电力需求持续好

转，发电装机结构继续优化，弃风弃光问题明显缓解，全社会用电量创近五年来新高。2018 年，

全国全口径发电量 6.8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8%，增长率比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电力

消费需求延续平稳较快增长态势，全社会用电量 6.8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增长率比上年

提高 1.9 个百分点。2018 年，福建省累计发电量 2411.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55%；全省累计用

电量 2235.2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18%。2018 年，黑龙江省发电量为 992.9 亿千瓦小时，同比增

长 9.03%，全省累计用电量 763.01 亿千瓦时,同比降低 17.8%。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 

（1）报告期内风电行业情况 

2018 年，全年新增风电装机 2059 万千瓦，风电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2018 年，全国累计并

网装机容量达到 1.84 亿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25.3%，风电年发电量 3660 亿千瓦时，占全

部发电量的 4.8%，比 2017 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2018 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2095 小时，

同比增加 147 小时。其中，福建省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2587 小时，为全国风电利用小时数第二高



的地区，黑龙江省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2144 小时。2018 年全年弃风电量 277 亿千瓦时，同比减

少 142 亿千瓦时，弃风限电形势大幅好转。弃风率超过 10%的地区是甘肃（弃风率 19%），新疆（弃

风率 23%），内蒙古（弃风率 10%）。黑龙江省弃风率为 4.4%。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 

（2）报告期内光伏发电行业情况 

2018 年，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保持较快增长，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

量 4426 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74 亿千瓦，新增装机容量仅次于 2017 年，为历史第二高。

其中，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 12384 万千瓦，分布式累计装机容量 5061 万千瓦。光伏新增装机

最多的省份依次是江苏 446 万千瓦，浙江 412 万千瓦，山东 393 万千瓦，河北 383 万千瓦。2018

年，全光伏消纳形势得到显著改善，全国光伏发电量 177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8%。全国弃光

电量 55 亿千瓦时，弃光率同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弃光主要集中在新疆和甘肃，其中，新疆（不

含兵团）弃光电量 21.4 亿千瓦时，弃光率 16%，同比下降 6 个百分点；甘肃弃光电量 10.3 亿千瓦

时，弃光率 10%，同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闽有限是福建省境内最早介入风电项目前期工作和开发建设的风电企业之

一。公司在开展风电项目前期工作、项目核准、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经验。

公司所投资风电项目的区位优势明显、风能资源丰富，风电项目年投产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在福

建省内均名列前茅。截至 2018 年底，公司控股运营总装机规模 41.65 万千瓦，其中在福建省风电

装机容量 30.7 万千瓦，占福建省风电装机规模的 10.2%。2018 年，福清大帽山、王母山、马头山

风电场项目、平潭青峰二期风电场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总装机容量 20.7 万千瓦，上述项目的建

成投产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福建省内风力发电的市场份额。同时，公司在省外以新疆和黑龙江两

个区域为重点，继续推进新疆木垒大石头第二风电场 20 万千瓦项目前期工作，积极争取新疆地区

并网光热项目的投资机会，并在黑龙江地区开拓新的项目资源。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978,522,286.06 3,707,345,479.72 7.31 3,104,520,736.16 

营业收入 524,103,638.60 506,703,076.69 3.43 394,217,43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352,331.57 153,476,261.49 -15.07 105,478,53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157,275.42 150,069,264.24 -13.27 104,975,62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64,183,657.47 1,733,831,325.90 7.52 1,580,355,06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831,598.59 306,938,703.57 10.39 264,694,81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 0.154 -15.58 0.1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 0.154 -15.58 0.1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46 9.262 
减少2.02个

百分点 
6.90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8,498,982.52 93,125,911.49 108,164,837.92 164,313,90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22,840.89 9,730,866.61 21,443,409.94 33,755,21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5,426,131.11 9,607,477.62 21,416,426.95 33,707,23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406,389.43 29,242,315.76 106,865,307.61 133,317,585.7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6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35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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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010,000 471,713,026 47.20 0 无 

0 
国有法人 

海峡产业投资基金（福

建）有限合伙企业 
0 25,763,163 2.58 0 无 

0 
其他 

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0 25,602,143 2.56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水利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0 16,991,027 1.70 0 未知 

  
国有法人 

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0 16,101,977 1.61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0 12,881,581 1.29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

有限公司 
0 10,849,001 1.09 0 未知 

  
国有法人 

孙贞兰 89,988 7,160,000 0.7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华贵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 
1,403,040 5,441,132 0.54 0 未知 

  
未知 

陈爱群 584,647 5,158,800 0.5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投资集团和海峡投资、华兴创投、铁路投资、华兴新兴

创投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风力和光伏发电业务，主营业务收入为电力销售收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并网装机容量为 43.65 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 41.65 万千瓦，共有机组 219 台；光

伏装机 2万千瓦。2018 年 1-12月，公司下属各项目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104,054.29万千瓦时，比

去年同期 97,317.45 万千瓦时（含试运行电量 482.10 万千瓦时）增长 6.92%。福建省内风电项

目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2542 小时，同比减少 239 小时；黑龙江省三个风电项目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2355小时，同比增加 370小时；新疆光伏项目利用小时数为 1410小时，同比增加 54小时。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合并数）52,410.3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43%；实现利

润总额（合并数）18,086.06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4.75%；实现净利润（合并数）14,469.30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5.5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035.23万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 15.0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根据财政部 2018年 6 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

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

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

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

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

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

“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

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

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

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

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

布 《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

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 号） 

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

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52,731,371.68    352,731,371.68  

应收账款     352,731,371.68  
 

 -352,731,371.68  

其他应收款      16,305,123.55       16,305,123.55  
 

固定资产   2,541,346,898.58    2,541,346,898.58  
 

在建工程     181,049,166.83      181,502,254.00        453,087.17  

工程物资         453,087.17  
 

     -453,087.1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65,062,388.74    265,062,388.74  

应付账款     265,062,388.74    -265,062,388.74  

其他应付款 4,904,290.38 7,107,261.54 2,202,971.16 

应付利息 2,202,971.16 
 

-2,202,971.16 

2017年度无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备注 

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中闽（福清）风电有限公司 孙公司 

中闽（平潭）风电有限公司 孙公司 

中闽（连江）风电有限公司 孙公司 

福州市长乐区中闽风电有限公司 孙公司 

中闽（哈密）能源有限公司 孙公司 

中闽(木垒)光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中闽(木垒)风电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中闽(木垒)能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中闽（平潭）新能源有限公司 孙公司 

黑龙江富龙风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黑龙江富龙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 2018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的“八、合

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骏 

 2019 年 4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