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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9                           证券简称：天能重工                           公告编号：2019-029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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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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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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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001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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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能重工 股票代码 30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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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瑞征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李哥庄镇大沽河工业园  

传真 0532-58829955  

电话 0532-58829955  

电子信箱 tnzgzqb@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专业的风机塔架生产商，是国内风机塔架生产的龙头企业之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风机塔

架及其相关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光伏、风力发电业务。  

(一)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39,3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0,234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7%，但由于年度内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采购原材料的成本和风塔制造成本继续增加，公司投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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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收购光伏电站、建设风电场等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等原因，使得2018年度公司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增长幅度小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1、风机塔架（含海上风机塔架及管桩）的制造和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是风机塔架的制造和销售。2018年度，公司实现风机塔架销售17.63万吨。面对原材料价格持

续上涨及部分地区弃风限电等不利形势，公司董事会带领全体员工多举措开拓市场，实现了塔筒销售的大幅增长。 

（1）依托公司战略转型，寻求与风机厂商展开战略合作 

随着公司战略转型的稳步推进，公司积极获取风电资源，并进行开发运营。在建设风电场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公司积极

寻求与风机主机厂的战略合作，相互支持，合作共赢。有利推动公司塔筒订单的增加。 

（2）顺应风电发展趋势，加大区域市场开发力度 

公司顺应国内风电发展向好趋势，持续加大塔筒销售市场开发力度，及时沟通主要客户，并重点针对弃风限电改善区域

投入资源，使得公司塔筒销售订单有较大幅度增长。 

（3）借助海工基地平台，积极拓展海上风电业务 

2018年第四季度，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天能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建成投产，拓展了公司海上风电塔筒制造业务。2018年度，

江苏天能实现销售收入12696.78万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塔筒（含海上风电塔筒）在手订单合计约20.73亿元。 

2、风电场、光伏电站运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发展新能源业务，按照既定计划建设、运营风电场和光伏电站。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合计持有并网

光伏电站约100MW，实现营业收入8051.28万元；累计获得190MW的风电场核准批复，尚未持有并网风电场。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为风力发电用风机塔架制造以及新能源发电业务。 

（三）经营模式 

新能源发电业务主要是通过光伏发电获取收益。 

公司风机塔架制造的主要经营模式为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得客户订单，根据订单进行原材料采购、风机塔架制造并销售。 

1、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采购采取“以销定采”的模式，原材料采购基本与销售合同相对应。公司通常在与下游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

会根据客户通知及原材料价格走势情况，与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的模式，先根据销售合同及客户提供的技术图纸进行原材料采购，然后根据客户的供货计划

组织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风机塔架销售订单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且生产及销售采取“属地就近”原则，以缩小运输半径，降低运输费用。

公司在全国共有8个生产基地，合计产能约29.55万吨。 

鉴于行业的特殊运营模式，运输费用占公司生产成本比例较高，报告期内，随着江苏、山西子公司的投产运营，公司进

一步优化了生产基地布局，扩大了塔筒生产和销售网络，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四）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止住了上市以来净利润持续下滑的趋势，经营业绩逐步企稳向好，销售收入实现大幅增长，主要原因请

见本报告“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 

未来，随着国家风电红色预警区域的减少、公司3.0MW及以上风机塔架生产项目的建设投产，海上风电业务以及公司

新能源发电业务的稳步推进，将为公司业绩带来积极的贡献。 

1、2019年度，国内风电装机有望持续向好 

根据2019年3月8日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国家能源局关于发布的2019年度风电投资监测预警结果的通知》，预警结果显示：

新疆（含兵团）、甘肃为红色区域。内蒙古为橙色区域，山西北部忻州市、朔州市、大同市，陕西北部榆林市以及河北省张

家口市和承德市按照橙色预警管理。其他省（区、市）和地区为绿色区域。，与2018年预警结果相比，传统“弃风”大省吉林

被移出红色预警区域、由红转绿，黑龙江省则由橙色区域转为绿色区域。同时，随着内蒙风电示范项目的开展、风电电价政

策调整等原因，2019年度国内风电装机有望持续向好。 

公司将顺应这一趋势，持续加强营销力度，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国内风机塔筒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2、2019年度海上风电的发展，将为公司带来新的机遇 

随着广东、江苏等地区海上风电项目的增加，2019年海上风电装机有望迎来较大的增长。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研究：预

测2019年中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达423万千瓦，未来五年(2019-2023)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6.02%，并预测在2023年中

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突破千万千瓦，达到1067万千瓦。（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海上风力发电行业市场调

研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 

公司将依托江苏天能海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海工基地，积极拓展公司的海上风电业务，提高公司在中高端塔筒制造

领域的地位和市场竞争力。 

3、新能源发电业务或有增加，将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贡献 

报告期内，公司合计持有并网光伏电站约100MW，稳定为公司贡献营业收入和利润。公司德州一期50MW风电场项目

正在开工建设，计划于2019年第四季度前实现并网。如该项目能按照计划进度实现并网，将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贡献。 

（五）公司所属行业情况及行业地位 

公司隶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主营业务为风机塔架的制造和销售，是国内风机塔架生产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下

游行业为风力发电行业，故国内风电行业的发展趋势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https://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93644528f7174f46.html
https://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93644528f7174f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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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9年1月1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并网风电累计18426

万千瓦，增长12.4%；国内风电扭转了2017年新增装机缓慢的颓势。 

据行业统计，2018年，新增并网风电装机2059万千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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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2018年风电发电量3660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5.2%，比2017年提高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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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弃风电量277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42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7%，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弃风

限 电 状 况 明 显 缓 解 。 （ 数 据 来 源 ： 国 家 能 源 局 官 网 《 2018 年 风 电 并 网 运 行 情 况 》 ， 网 址 ：

http://www.nea.gov.cn/2019-01/28/c_137780779.htm）。 

根据2019年3月8日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国家能源局关于发布的2019年度风电投资监测预警结果的通知》，红色预警地区

继续减少，吉林省、黑龙江省分别由红色和橙色转为绿色区域。 

根据上述统计数据，加之未来分布式风电的开展、海上风电的推进，公司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国内风电行业和新能源

行业的发展趋势整体向好，并将继续呈现出 “波浪式前进”的发展态势，新能源发电业务占全国发电业务的比重将逐步增加。 

目前，公司所处的国内风机塔架行业集中度仍相对较低，市场竞争仍相当激烈。公司将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和优化管理，进

一步提升产品质量，，通过加强与风电主机厂的战略合作，持续推广公司塔筒业务。通过不断的提质增效、产业协同，提升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细分风机塔筒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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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393,566,890.47 738,005,874.95 88.83% 960,779,56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337,083.35 95,582,777.92 7.07% 171,345,29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674,737.29 85,855,067.38 7.94% 171,425,21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482,802.37 130,604,020.30 -324.71% -21,460,092.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22 0.6372 7.06% 1.48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22 0.6372 7.06% 1.48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6% 5.81% 0.15% 21.6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265,160,118.41 2,474,792,856.97 31.94% 2,100,700,77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8,724,035.93 1,675,312,669.08 4.98% 1,611,070,514.6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4,669,982.68 242,268,149.14 398,421,896.12 618,206,86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54,934.44 11,844,474.85 29,430,152.63 42,307,52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24,522.66 11,630,423.85 24,932,846.19 37,286,94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124,154.40 -296,287,680.15 -401,478,677.54 -293,482,802.3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http://news.bjx.com.cn/zt.asp?topic=%b9%fa%bc%d2%c4%dc%d4%b4%be%d6
http://www.nea.gov.cn/2019-01/28/c_1377807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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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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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96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09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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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旭 境内自然人 30.00% 45,000,000 45,000,000 质押 39,656,880 

张世启 境内自然人 15.00% 22,500,000 16,875,000   

李隽 境内自然人 3.00% 4,506,000 0 质押 2,645,998 

宋德海 境内自然人 3.00% 4,500,000 3,375,000   

上海吉晔苌清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2% 3,780,000 0   

北京信中达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4% 2,003,800 0   

赵永娟 境内自然人 1.30% 1,957,3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二组合 
其他 0.90% 1,353,520 0   

邹瑞莲 境内自然人 0.89% 1,333,922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中小盘

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1,266,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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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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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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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脚踏实地，务实奋进，克服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

积极开拓塔筒销售市场，稳步推进产业链拓展和战略转型，使得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幅逐步转正，公司发展趋势整体向好。 

2018年度，公司累计销售塔筒约17.63万吨，实现营业收入约139,3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8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0,2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7%。 

（一）多举措开拓市场，实现营业收入较大幅度上涨 

1、依托公司战略转型，寻求与风机厂商展开战略合作 

随着公司战略转型的稳步推进，公司积极获取风电资源，并进行开发运营。在建设风电场建设及运营

过程中，公司积极寻求与风机主机厂的战略合作，相互支持，合作共赢。有利推动公司塔筒订单的增加。 

2、顺应风电发展趋势，加大区域市场开发力度 

根据2019年1月28日国家能源局公布的2018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2018年，新增并网风电装机2059万

千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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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018年风电发电量3660亿千瓦时，

占全部发电量的5.2%，比2017年提高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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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弃风电量277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42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7%，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弃风限

电状况明显缓解。（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网站http://www.nea.gov.cn） 

公司顺应国内风电发展向好趋势，持续加大塔筒销售市场开发力度，及时沟通主要客户，并重点针对

弃风限电改善区域投入资源，使得公司塔筒销售订单有较大幅度增长。 

3、借助海工基地平台，积极拓展海上风电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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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四季度，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天能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建成投产，拓展了公司海上风电塔筒制

造业务。2018年度，江苏天能实现销售收入126,967,806.14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塔筒（含海上风电塔筒）在手订单合计约20.73亿元。 

（二）两主线推进转型，稳步建设运营风电场和光伏电站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发展新能源业务，按照既定计划建设、运营风电场和光伏电站。 

1、风力发电场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共获得约190MW风电场批复。公司风电场业务正处在投资建设期，尚未对

公司贡献收入和利润。 

（1）公司全资子公司德州新天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一期50MW风电场项目：已完成前期相关审批手续并

开工建设，计划于2019年底前并网。 

（2）公司全资子公司德州新天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二期50MW风电场项目：正办理风电场建设前期相关

审批手续。 

（3）公司全资子公司榆林天能重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50MW风电场项目：正办理风电场建设前期相关

审批手续。 

（4）公司全资孙公司阳泉景祐新能源有限公司阳泉郊区景祐40MW风电场项目：正办理风电场建设前

期相关审批手续。 

2、光伏发电站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共持有并网光伏电站容量约100MW（含光伏扶贫电站容量约为80MW）。

其中，青海省三座合计50MW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已收到国家补贴电价部分的电费收入。 

公司所持有的光伏电站已为公司贡献了稳定的收入和利润，报告期内合计实现收入8051.28万元，净利

润5169.66万元。 

（三）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监管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披露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报告。 

1、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该部分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并于2018年7月20日完成了募集资金账户的注销公告。 

2、3.0MW及以上风机塔架生产项目 

公司于2017年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后，公司对该募投项

目实施地点进行了部分变更。 

其中1.6亿元实施地点变更为江苏天能海洋重工有限公司，0.5亿元实施地点不变。 

该项目的进展情况：自2018年10月起该项目位于江苏的部分正式投产，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项目

实现净利润468.14万元；项目位于胶州的部分尚未完全建成。 

3、研发中心项目 

该项目主要对大功率风机塔架制造技术进行研发，为新产品的开发及推广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提升

公司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为未来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完成募集资

金投资的86.31%。 

（四）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精准扶贫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切实行动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公司将产业扶贫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抓手，

积极寻找机会，将产业扶贫与公司发展相结合，开展精准扶贫。 

1、2018年前三季度累计支出精准扶贫款400.20万元，用于协助精准扶贫2017年度建档立卡的1334户贫

困户，其中协助青海共和县建档立卡精准扶贫667户、青海兴海县建档立卡精准扶贫667户。 

2、2018年第四季度累计支出精准扶贫款1373.7万元。 

（1）青海项目 

因该产业扶贫项目系公司收购项目，项目发电后开始精准扶贫。收购完成后，公司与当地扶贫局协商，

于2018年第四季度对前期扶贫款进行了补缴，并对扶贫方案进行了调整。其中： 

①通过与当地扶贫局协商，补充增加支付2017年度的扶贫款合计511万元，由当地扶贫局建档立卡进行

精准扶贫，合计944户。 

②通过与当地扶贫局协商支付2018年度建档立卡的1668户贫困户，合计支出精准扶贫款500.4万元。 

扶贫方案调整后，公司在青海项目的精准扶贫标准如下： 

共和县项目：精准扶贫667户，扶贫款为200.1万元/年。 

兴海县项目：精准扶贫667户，扶贫款为200.1万元/年。 

贵南县项目：精准扶贫334户；扶贫款为100.2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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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安项目 

通过与当地扶贫局协商支付2018年度建档立卡的1200户贫困户，合计支出精准扶贫款362.3万元。其中： 

大安天润项目：精准扶贫800户；扶贫款为241.5万元/年。 

大安绿能项目：精准扶贫400户；扶贫款为120.8万元/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风机塔筒制造 1,295,678,915.39 77,730,019.49 20.00% 76.86% -24.95% -4.83% 

新能源发电 80,512,680.92 56,406,785.00 71.46% 100.00% 100.00% 10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变化： 

 
1、塔筒制造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77.82%，成本增长89.4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销售塔筒的订单增加，销售收入和成本相应

增长。 

2、报告期增加了光伏发电收入，报告期公司通过收购和自建方式增加了95.37MW的光伏电站，为此增加收入8051.27万元，

填补了新能源领域的空白。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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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取得时点 取得成本 取得比例 取得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

的确定

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

入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净

利润 

大安市天润新能

源有限公司 

2018-9-30 8,700,000.00 80.00% 收购 2018-9-30 股权 交

割 

5,794,335.28 2,998,673.40 

大安绿能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70.00% 收购 2,695,732.77 1,718,952.92 

台州南瑞新能源

有限公司 

2018-8-31 5,015,765.46 100.00% 收购 2018-8-31 股权 交

割 

1,304,365.13 468,167.04 

说明：大安绿能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为大安市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大安天润对大安绿能持

股比例为87.50%。收购日大安市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13,062,149.43元。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本公司子公司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期与北京天润东方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设立了子公司白城天能中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天能中投（北京）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认缴资800.00万，北京天润东方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认缴200.00万，截止2018年12月31

日，白城天能中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实收资本0.00元。 

（2）本公司子公司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期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本溪市宣力新能源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0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缴资

本0.00元。 

（3）本公司本期与交城县鑫利达装备铸造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子公司交城县天能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认缴资65.00万，交城县鑫利达装备铸造有限公

司认缴35.00万，截止2018年12月31日，交城县天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收资本0.00元。 

（4）本公司2016年出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庆云天能重工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截

止2018年12月31日，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实缴资本0.00元。 

（5）本公司子公司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期出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黑山宣力中投

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0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缴资本0.00元。 

（6）本公司子公司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期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新巴尔虎左旗天能

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实缴资本0.00元。 

（7）本公司2017年与北京锦穗宇恒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子公司宁波天缘兴富新能源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截止2018年12月31日，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实缴资本4,501.00万元，北京锦

穗宇恒投资有限公司实缴资本3.00万元。 

（8）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天缘兴富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7年与北京锦穗宇恒投资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子公司宁波天缘锦穗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止2018年12月31日，宁波

天缘锦穗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收资本为0.00元。 

（9）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天能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本期共同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青岛格浪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0万元，青岛天能重工认缴1,980.00万，江苏天能海洋重工有限公司认缴

20.00万，截止2018年12月31日，青岛格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实收资本0.00元。 

（10）本公司子公司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阳泉景祐新能源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缴资本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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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公司子公司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如东天润新能源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缴资本

0.00元。 

（12）本公司2017年出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德州启明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截止

2018年12月31日，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实缴资本0.00元。 

（13）本公司本期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太康县伟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0万元，截止

2018年12月31日，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实缴资本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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